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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数字化，一切皆服务

—— 华为云全新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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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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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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智能运维中
算法落地的一些思考

前沿观点
Frontier Views

王鹏，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兴趣包括：工业物联网大数据、智

能运维等；2012年获得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第三完成人）。主持或主要参与科技部重

点研发计划、国家青年973、自然科学重点/面上基金、上海市科委、上海市经信委的多个项

目，以及华为、微软、IBM等企业的资助项目。在数据库领域顶级国际期刊和会议SIGMOD、

VLDB、ICDE、TKDE等发表论文40多篇。担任众多国际学术会议的程序委员会委员，包括

SIGKDD、ICDE、DASFAA、WAIM等。国际学术期刊VLDB Journal、TKDE、KIS等的审稿人。

王 鹏
复旦大学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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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对智能运维的现状进行深度剖析，总结了

智能运维在算法落地遇到的主要问题，以及关于智

能运维算法落地的探索。

摘要

智能运维的现状

近些年，在广大智能运维业内人士与爱好者共同努力下，

算法日益丰富，效果也在不断提升，下面针对几个关键场

景展开分析。

1、指标异常检测

指标异常检测是当前落地最多的智能运维场景，该场景下

数据容易准备、效果容易验证。对某大规模指标进行异常

检测（10000、100000、……）。

研究者们提出了大量异常检测算法，包括单指标、多

指标；基于统计模型或深度学习；无监督、有监督。目前多

个公司和机构开源了异常检测数据集和异常检测算法。

指标异常检测在真实环境中应用的效果还有如下主要问题：

1）误报太多

 » 阈值紧，为了消除漏报，往往造成大量的误报；

 » 异常多，运维人员不得不忽略所有的指标异常告警。

2）模型/参数难以设置

 » 不同类型的指标，往往适合不同类型的模型和参数。

3）缺乏有效的反馈和修正机制

 » 缺乏问题发现能力：监测5万个指标，一天内报了2000

个异常，难以对这些异常进行展示和分析，类型、主机、时

间段、业务？

 » 缺乏基于反馈的模型调整能力，难以应对“这个不是异

常，后续检测中不要再报了”的个性化需求

成
功
率

周
期
性

网络有
监
督 内存

交易量
突降

突增实时
无监督 延

迟

CPU

1/
0

磁
盘

离
线

指标

日志/告警

CMDB、调用链

算法日益丰富

算法效果不断提升

指标异常检测

容量预测

日志聚类

日志日常检测

告警中的场景挖掘

根因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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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志/告警智能分析

当前，很多企业上线了日志/告警相关算法，有如下困难：

 » 人工难以处理，基于规则的方法维护性差

 » 典型场景：模板提取，场景挖掘，基于日志的异常检测

 » 变量取值异常、模板数量异常、语义异常等

也有研究者提出了大量的算法，比如：

 » 模板提取：Drain、Spell、LogCluster

 » 场景挖掘：OAS

 » 日志异常检测：DeepLog、LogAnomaly

 » 公开的数据集：Loghub

当前，日志智能分析实践存在若干问题，如下：

1)模板质量难以有效评估

 » 模板数量大（几百上千），逐个人工判断耗时太长

2)缺乏有效的反馈和修正机制

 » 缺乏客观评判

 » 缺乏基于反馈的模板调整能力，难以应对“这种模板应

该根据这个变量拆分”、“这个变量应该被泛化”之类的个

性化需求

3)根因定位效果欠佳

 » CMDB普遍质量不高

 » 可能真正的故障原因不存在与告警数据中

 » 标签数据缺失

3、智能问答系统的现状差强人意

当前众多研究者在对智能问答系统进行研究，提出了许多

算法和技术，Google Scholar上可以搜索到近35万篇相关

文章，但实际上，智能问答系统，回答的结果时常是差强

人意，远没有达到真正的智能。

问题分析

造成目前状况的主要问题是哪些？

从战术层面看：

问题1：难以对数据和算法结果进行深入分析
由于数据探索是算法研究的前提，算法结果分析是算法优

化的必要步骤，但是由于以下两点难以进行深入分析：

1）被监测对象规模庞大

数据达到十万/百万个指标，每天上TB的日志；导致每天上

千个异常，上千/上万个日志模板；难以进行可视化数据探

索能力弱。

2）可选算法多，参数搜索空间大

主要表现为异常检测：不同指标适合的模型不同、参数不

同；搜索空间巨大：指标规模 × 模型个数 × 参数取值个数。

问题2：算法的自适应能力和反馈修正能力弱
1）算法普遍缺乏反馈修正能力

表现为如下几点：这个“异常”我不需要，后续检测中不要

再报了；这两个“模板”应该合并掉，这个“变量”不能被泛

化；目前的算法缺乏基于反馈的自动修正的能力

2）标签数据获取困难

主要因为：算法团队与运维专家沟通成本高；异常/故障本

身就是小样本事件。

问题3：全局算法能力弱
1）缺乏异构数据的协同分析（横向）

主要原因：指标、日志、调用链中的异常都可能反映故障相

关征兆；缺乏统一的异常评估机制；缺乏不同数据的分析结

果之间相互印证的能力。

2）缺乏不同阶段的协同分析（纵向）

主要原因：从数据采集到根因定位存在多个数据处理环节；

异常/故障本身就是小样本事件。

3）缺乏有效的异构数据处理工具

这样会导致我们花很多时间进行数据查询和分析。

从战略层面看：

问题1：算法和领域知识结合较差
1）数据、算法和知识的融合是AI的研究热点

包括AI 3.0，数据模型和机理的融合，可解释AI，等等。

2）运维本身是一个强知识领域

运维老兵的重要性体现在经验和知识的丰富性，然而当前

的现状是AIOps算法对运维知识的利用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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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2：对智能运维中算法作用的认识存在偏差
1）论文中的算法与真实场景需要的算法还是有差异的

以日志模板提取为例：

由于大量的离线、在线日志模板提取算法；真实场景中

的模板提取；受POC过程在线或离线影响；受生产环境的在

线或离线影响。

因此需要更为合理的日志提取算法，包括小批量测试数

据上的离线算法和基于模板集合，流式数据上的在线算法。

我们还需要别的算法吗？比如：长日志模板提取算法；

多行日志模板提取算法；特殊日志模板提取算法；反馈算

法；参数自动设置算法……

2）“完全依靠算法实现自动化运维”现实吗？

更现实的目标：算法做为一种辅助手段，让运维更高效。

有很多场景需要，比如：

 » 数据量太大，用算法来提高效率，对每天几百TB的日志

自动提取模板和变量，对上万的指标自动进行异常检测；

图例 可视化算法选择

 » 用算法来提高运维工具的易用性

 » 做为一种定位故障过程的辅助手段，灵活快速的查询

和探索数据

 » 算法做为一种积累知识的方式，构建知识图谱

智能运维三要素

包括：算法的设计能力、运维知识的理解能力和数据平台的

工程化能力。

 » 算法设计能力：客户需求是个性化的，需要设计针对性

的算法；并且数据是个性化的，受参数调整的复杂性和反

复性影响。

 » 运维知识的理解能力：算法只是手段，运维才是目标。

 » 数据平台的工程化能力：数据管理和探索能力是设计

算法有效的前提；需要数据平台和算法的高效结合。

图例 推荐算法

离线流程

在线流程

知识库

数据集

获得候选

异常检测器

目标

数据集

特征

提取

决策树

分类

生成

推荐结果

在线匹配

度计算

异常

检测
异常检测

结果信息

离线匹配度

矩阵信息

特征

提取

决策树

分类
数据集

分类结果

分类树

排

序

探索工作

一、拟定目标：
1、提高算法应用效果。

2、支持反馈，融合专家知识和经验。

3、提高运维过程中的数据探索能力，从而提升运维工具的易用性。

二、首先是异常检测：
做好算法和参数推荐（如图），以实现上万个指标的自动模型和参数推荐。首先构建指标和异常的知识库，然后进行基于可

视化的算法比较、过滤、选择（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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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然后是告警压缩
这是算法和专家经验的有效融合；将专家经验也做为一种算法，实现和真正算法同样的输入输出接口；充分体现专家经验的

重要性。

四、其次是告警精细管理
业务理解和数据的深层次分析对于智能运维至关重要！

我们将告警场景化为四类：高频事件（历史出现次数多，多天多次发生）；周期性事件（出现天数很多，并且集中在指定的时

间段）；新增事件（某时间点才开始出现的事件）；阶段性事件（某时间点后不再发生）。

五、再进行日志聚类：我们的方法是多算法融合（如图）

离线聚类 长日志处理

在线聚类 专家反馈

特殊日志识别
正则表达式的
自动生产

模板库 知识库

六、使用数据探索工具：作为辅助手段的数据探

索技术让运维人员也能灵活的分析数据

1、基于拖拽式的分析流程实现，有如下好处：

 » 1）便于领域专家结合不同分析算法搭建分析流程

 » 2）融合了异常检测、聚类、场景挖掘等多种算法

 » 3）支持不同语言开发的算法

 » 4）支持输入数据格式的智能学习

前沿观点
Frontier Views

2、基于自然语言的问题系统，高易用性，便于运维人员进

行个性化数据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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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 Type Log Content 

2019/8/6 15:00 Adding a new node: / default- rack/192.168.0.231:50010 

2019/8/6 15:01 Adding a new node: /default- rack/192.168.0.232:50010 

2019/8/6 15:02 Adding new storage ID DS-efe44b9ea549 for DN 192. 168.0.231:50010 

2019/8/6 15:02 Adding new storage ID DS-efe54b9sa352 for DN 192.168.0.232:50010 

2019/8/6 15:03 Number of failed storage changes from 0 to 0 

2019/8/6 15:04 BLOCK* fsync: /hbase/WALs/hadoop5 

2019/8/6 15:05 BLOCK* registerDatanode: from DatanodeRegistration(192. 168.0.231:50010)

E²

E²

E³

E⁴

E⁵

E¹

E¹

PATTERN (E1, E2, E5) WITHIN 5 minute 

BETWEEN 2016/08/06 15:00 AND 2016/08/06 15:10

AND E1.IP = E2.IP 

AND E1.IP = E5.IP

SELECT A.*, B.*, C.*
FROM (SELECT * FROM HDFS WHERE LogType = E1) A 
INNER JOIN (SELECT * FROM HDFS WHERE LogType = E2) B 
ON 0 <= TIMESTAMPDIFF(MINUTE,A.Timestamp, B.Timestamp) <= 5
AND A.IP = B.IP 
INNER JOIN (SELECT * FROM HDFS WHERE LogType = E5) C 
ON 0 <= TIMESTAMPDIFF(MINUTE,A.Timestamp, C.Timestamp) <= 5
AND 0 <= TIMESTAMPDIFF(MINUTE,B.Timestamp, C.Timestamp) <= 5
AND A.IP = C.IP

图例：HDFS日志

前沿观点
Frontier Views

3、面向时间关联的复杂查询

如下图所示的HDFS日志，当我们想查询其中三个模板是否经常一起出现时，SQL查询较为复杂，PLQ查询更加简洁高效。

图例：SQL查询 图例：PLQ查询：更为简洁高效

MySQL适配器

MySQL Mongo DB IoTDB Redis

MongDB适配器 IoTDB适配器 Redis适配器 

异构数据系统
图数据库

……

4、异构数据统一查询系统

该系统融合了指标数据（时间序列）、日志数据（文本序列）、CMDB数据

及调用链图数据，实现四种类型数据的统一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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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1、智能运维中的算法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2、智能运维中的算法落地仍有大量问题需要解决；

3、算法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有持续优化的能力；

4、算法作为一种运维的辅助手段。

前沿观点
Frontier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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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价值度量体系
建设方法与实践

陆兴海：云智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目前负责咨

询业务。具备十五年互联网、信息化以及运维相关领域产

品规划、设计与研发经验，是国内IT相关服务领域最早的

实践者和专家之一，智能运维国标核心编写组成员、工信

部信创工委会专家库成员。在作为云智慧产品负责人的七

年内，主导与推动十几款运维相关核心产品的落地实现与

营销、推广相关工作，帮助赢得了多个行业的核心客户认

可，持有发明专利五项，著有《运维数据治理：构筑智能

运维的基石》一书，合译《数字经济2.0：引爆大数据生态

红利》一书。

汪樟发：云智慧咨询部研究员，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获博士学位，高级经济师，曾供职于世界500强

企业总部、业务一线和产品创新部门，在战略规划、运维

支撑数字化转型、流程挖掘与优化、产品创新、知识产权

方面有丰富经验，发表研究成果10多项，发明专利5项，合

译《i产权：全球创新时代的智力成果获利》，参译《牛津创

新手册》。

黄晓：云智慧咨询部经理，曾供职于国内头部上市软

件公司，自2006年起从事IT服务管理领域，是国内ITIL思

想最早的一批推广和实践专家之一，ITSS国标专家组成员，

参与多项IT服务管理国标及行标的编制。工作经历覆盖IT

服务领域产品研发、市场营销、售前推广、解决方案、业务

咨询、项目实施、国标编制等领域。曾带领前公司团队发

布多款IT服务领域自主知识产权产品，主导多个千万级IT

运维项目交付实施。

前沿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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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运维”两字博大精深，只能从其中的某些点来展开论述。经过实践中与多个

运维负责人沟通交流，围绕在企业价值下重新思考运维价值，由新的运维价值重新设

计运维的数字化世界，这点也和华为云提出的确定性运维有很多共通之处。在运维领

域，我们承认墨菲定律，在这个前提下利用诸如“持续韧性”（Continue Resilience）

标准这样的确定性方法来解决各种“不确定”的运维问题，其输出的价值也应该是确

定性的，只有确定性的运维价值才能给运维带来有迹可循、可度量的数字化价值表达，

也能真正促进智能运维的深耕与不断开花结果。

作者简介

陆兴海 汪樟发 黄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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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IT运维的重要性正逐渐凸显，

IT运维的价值如何体现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总结

了国内外IT运维价值相关的方法模型，结合多年的实践经

验，创新性提出了IT运维价值度量体系建设方法论，以帮

助相关人员明确运维价值度量的概念和实施方法，从而

更加科学、有效地建立运维价值度量体系，提升以业务价

值为核心的运维决策和管理能力，帮助构建和落地基于数

据驱动的智能运维，助力组织的数字化转型。

2 运维呼唤更数据化的价值呈现

“每年花掉这么多钱，部门规模一直在加人，IT到底能给集

团带来什么？”

“IT部门，尤其是运维，如何实现降本增效？你的方案

是什么？”

“运维，你们是怎么思考支撑业务的？你们的价值怎么

体现的？”

某集团IT负责人在做预算申报及汇报时经常受到老总

的质询。很可惜，这并不是个案，而是以CIO为代表的IT负

责人普遍遇到的问题。本文笔者作为IT运维行业的从业者，

曾与不下数百名CIO、运维负责人进行沟通，得到的一个具

有普遍性的认知是：对于运维项目的上马，包括各种监控工

具、运维平台，ITSM工具或是算法场景，大家都特别想知

道：这个运维项目究竟给组织带来了哪些什么样的价值？

实际工作中IT负责人经常遇到了以下挑战：

 » 预算难获批，IT部门与业务、财务部门之间沟通困难、

没有共同语言；

 » 运维项目在实施后，投资后评价困难，说不清楚项目建

设的业务价值；

 » 持续改进缺少目标和方向感，不能根据业务需要进行

动态、敏捷的调整；

 » 团队成员自我价值感不强，难以将日常工作与业务价值

创造联系起来。

组织出现以上问题，未能将运维价值进行量化和数据化

呈现，往往是因为：

（1）缺乏行之有效的运维价值度量方法；

（2）未建立“以业务价值创造为中心”的运维价值度量指

标体系；

（3）未建立满足运维价值度量需要的价值管理体系。

有没有解？答案是肯定的。

摒弃以往“非量化”或者“非体系量化”的模糊的价值呈

现，我们需要通过“数据化”的IT运维价值度量手段来解

决这个问题。

3 国内外IT价值度量的实践及启示

从文献检索情况来看，国内外专门针对“IT运维”价值度

量的研究很少，关于IT价值度量、特定运维产品或基础设

施价值度量、IT服务管理价值度量的研究相对较多。以下

对国内外较有影响力的相关研究与实践作简要介绍。

3.1 传统IT价值度量的财务方法

组织的IT建设一般是通过IT投资项目的形式进行，在论证

IT投资项目可行性时，往往要对项目价值进行评估。常用

的评估指标有ROI（投资回报率）、TCO（总拥有成本），还

有NPV（净现值）、IRR（内部收益率）、EVA（经济增加值）、

投资回收期等。传统财务指标方法的优点是：可量化IT投

资项目的经济结果；是IT项目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存在

的缺点是：涉及对未来现金流的预测，操作难度大，易产

生较大偏差；难以度量非财务的、战略性的价值；不太适

合对费用性支出（如购买云服务、SaaS服务）的价值评估。

3.2 IT咨询研究机构提出的价值度量方法

IT咨询研究机构Gartner非常关注IT的业务价值（BVIT：

Business Value of IT），据网站公开资料，Gartner提出了一

个业务价值模型（可作为财务会计类指标的补充）。该模型

前沿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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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业务影响分为三个方面共九类（需求方面：市场、销售、产

品开发；供给方面：客户、供应商、运营；支持方面：人力资

源、IT、财务与监管）。在IT支持上，提出了系统绩效、IT支持

绩效、IT业务合作比例、服务水平有效性、新项目指数、IT总

成本指数等6个指标及其计算方式。该模型用于IT价值度量

的优点：提出了体现IT价值的六个非财务指标，可用于与业

务部门沟通IT的影响或价值；只聚焦在六个指标，综合程度

较高；多数是IT运维/运营指标。该模型的不足：指标体系化

不足，没有层层分解并建立逻辑链条，业务指导性不够。

Forrester也是领先的IT研究咨询机构，开发了TEI（全

称Total Economic Impact，总经济影响）方法以度量IT

的经济价值。该方法已被业界使用了20多年，微软、IBM、

ServiceNow等多家公司都曾委托Forrester对其产品进行TEI

评估。TEI 由四个要素以及相关的量化工具和方法组成，四

个组成要素是：对 IT的影响（成本）、对业务的影响（收益）、

未来选择权（灵活性）、风险。Forrester TEI的优点：它是对

ROI 、TCO 的扩展，从收益、成本、期权、风险四个方面更全

面的量化价值；积累了大量行业数据，问卷和访谈等调研方

法运用已经成熟。Forrester TEI的不足：TEI作为一个综合性

指标，没有建立指标之间的层层关联，对引导IT部门创造业

务价值的指导性不够，难以呈现非货币化的价值。

3.3 运维服务厂商ServiceNow的产品价值
度量

ServiceNow是全球领先的IT工作流服务提供商，在IT服

务管理（ITSM）、IT运营管理（ITOM）、研发运维一体化

（DevOps）等领域都有成熟产品。ServiceNow委托Forrest

开发了价值计算器（结合Forrest的TEI方法和ServiceNow

的客户调研数据），可以为产品售前及客户成功阶段的

价值评估提供参考。在价值计算器中，用户可选择要度

量的产品（比如 ITSM），按要求输入少量数据（比如年

收入、年事件量、年计划外停机次数等），价值计算器就

可以给出以美元为单位的总价值、细分价值。价值计算

器是ServiceNow度量产品价值的一个工具；除此之外，

ServiceNow还指导客户开展价值度量，建立价值管理体系，

以提高客户从ServiceNow产品及服务中获得的价值。

该价值计算器的优点：能直接呈现运维产品的业务价

值，包括总价值、细分价值；为客户的采购投资提供决策

参考；价值计算具有较好的行业调研和客户数据基础。价

值计算器的不足：度量结果是基于行业经验和历史数据的

一个概算，并不精准；也不是一个运营监测、持续改进的工

具，不能引导IT运维工作与业务价值对齐。

图1 ServiceNow的价值计算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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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国内有关IT价值度量的标准

国内还没有成体系的与IT价值、IT运维价值度量相关的标

准或指南发布。2016年以来，我国先后发布了《软件测

试成本度量规范》、《软件工程 软件开发成本度量规范》、

《信息技术 云计算 云服务计量指标》等标准，可以看出，

现有标准主要关注IT成本。2022年10月，发布了《信息技术

服务 运行维护 第7部分：成本度量规范》（GB/T 28827.7-

2022），该标准将于2023年5月1日开始实施。信通院发布

的《研发运营一体化（DevOps）通用效能度量模型》标准

覆盖敏捷开发场景、持续交付场景、技术运营场景、成本

管理场景及组织与人员管理，助力企业整体研发效能提升，

为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浪潮中的研发度量提供重要抓手。

以上汇总的国内外运维价值相关的方法和工具，相信

能给大家一个直观的印象，大多模型都是偏理论和“售前”

阶段，落地的指导性相对较弱，总结起来有如下几个特点：

 » 很多研究和实践只考虑价值或成本，但未考虑价值度

量成果的落地应用。

 » 在运维项目立项、投资决策阶段，ROI、NPV等度量方法

可用于预测项目在整个生命周期的价值，对于投资决策

而言是必要的，但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对非财务价值

考虑不足（比如客户体验提升、大数据自身的价值），二是

不适合费用性支出项目（如购买SaaS产品或服务）的价值

度量。

 » 对于已实施或正在实施的运维项目，一般是度量其在

当期或过去一段时期所产生价值，而非整个项目生命周期

的价值，通常采用的方法是结合业务成果目标，考察运维

KPI的改进及其量化的价值。

前沿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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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运维价值度量体系建设的方法论

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根据云智慧在IT运维价值度量和

呈现上的丰富实践，本文提出了运维价值度量体系（简称

OVMS，Operation Value Measurement System）建设的

方法论。方法论主要包括总体框架、五大价值维度、全栈

全生命周期覆盖、指标体系建设方法、价值度量的实施方

法等。

4.1 运维价值度量体系建设的总体框架

运维价值度量体系建设的总体框架如下：

该总体框架以支撑组织的业务战略和实现组织的业务价

值为目标，基于国内外的一些成熟理论和模型，结合运维

领域的实际需要进行逐层构建，包括以下10个要点：

（1）以终为始，从质量、成本、安全、效率、效益五个维度体

现运维价值。

IT运维解决的具体问题包罗万象，但归根结底是为了解决

这五个方面的业务问题，所以运维价值度量要围绕这五个

维度来进行量化、细化。

（2）业务价值驱动，在业务目标和运维成果之间建立联系。

运维价值始终是要站在运维所服务客户的角度来确定的，

要从组织期望实现的业务目标出发，将业务目标逐层分解，

直至明确在运维层面应实现的价值、成果。

（3）围绕价值度量需求，构建运维价值指标体系。

价值度量的基础是数据，进一步来讲是有层次、有逻辑的

数据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的构建应满足价值度量的当前

需求和实际，也要适当考虑未来度量的需要。除了提供数

据，指标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将运维价值层层分解，

传导到运维一线。

（4）将运维价值量化，并尽可能呈现经济价值。

无论是财务性还是非财务性的价值，都必须用数据指标

进行量化。效益和成本维度多数是财务性指标，质量、效

率和安全维度的价值也可尝试用财务性或货币性指标来

展现（通俗讲就是“多少钱”）。

图2 运维价值度量OVMS总体框架

价
值
传
递
与
成
果
应
用

持
续
改
进
和
扩
大
度
量
范
围

组织战略/业务目标

价
值
维
度

IT运维价值/运维成果

保质量 降成本 提安全 增效率 促效益 其他……

基
础
支
撑

度量底座基盘

度量工具建设 度量数据质量提升 度量指标库建设 度量组织人员安排 价值管理体系建设（组织、流程、制度等）

方
法
论

方法/模型/框架

ITIL 4、GB / T 37938-2019（云资源监控）、GB/T 36074.3-2019（服务管理）、OVMS框架、D-CREAM模型；访谈、问卷……

度
量
场
景
及
指
标
确
定

全栈全生命周期价值度量场景

研发运维一体化场景 IT服务管理场景 运维监控场景 智能运维算法场景 运维数据治理场景 其他……

价值度量指标体系

研发效能度量指标集 服务管理度量指标集 运维监控度量指标集 运维智能化度量指标集 数据治理指标集及其他

前沿观点
Frontier Views



17

（5）利用价值度量来驱动运维数据治理。

数据指标体系对于价值度量非常重要，但要有良好的数

据治理基础才能发挥作用。如果相关数据没有线上化、指

标口径（如名称、计算方式、数据来源、计量单位）不统一、

数据没有标准化（如格式、类型、定义、精度、值域）、数

据采集和更新不及时、数据准确性差，那么运维价值度量

的效果就差。因此要在运维价值度量的驱动下，持续强化

运维数据治理工作。

（6）价值度量覆盖运维全栈和全生命周期。

随着DevOps、敏捷、精益等实践不断落地，运维价值度量

从研发开始就要考虑，并覆盖从研发、测试、发布、部署到

运维、持续运营的全生命周期；价值度量可覆盖IT运维及

运营的全栈，包括各种运维监控（如基础监控、应用性能

监控、网络性能监控、监控中心）、ITSM、CMDB、运维算

法场景（如日志分析、异常检测）等领域。

（7）通过工具实现运维价值度量体系的落地实施。

运维价值度量高度依赖数据，在有了方法论之后，还应该

有数字化的工具来帮助落地。价值度量数据的采集、数据

建模、数据的实时统计、指标体系构建和配置、运维价值

计算、运维价值可视化等，都需要工具支撑，才能变得可

行、高效。

（8）面向不同受众、不同对象，进行差异化的运维价值传递。

应为高管、业务领导、运维平台团队分别创建数据可视化

分析，以跟踪运维KPI及对应价值的变化，促进建立以价

值为中心的决策和运营体系。为运维服务或流程的所有者、

一线员工、最终用户等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提供定制化数

据呈现，以沟通运维价值，指导日常工作。

（9）注重度量成果应用，发挥价值度量本身的价值。

充分发挥和彰显价值度量的价值，对于价值度量体系的

建设意义重大。在运维项目立项阶段，价值度量成果可用

于支持投资决策、预算编制等；在运维项目实施阶段，价

值度量成果可用于项目实施更正、优先级调整、价值呈现、

阶段汇报、结算汇报等；在持续运行阶段，价值度量成果

可用于运行监控、价值沟通、绩效评估、迭代改进等。

（10）强调价值管理体系建设及运营改进。

运维业务价值度量应该是持续进行的，要定期跟踪运维

价值目标的实现、核心指标的运行情况。要从组织、制度、

流程、工具等着手，建立运维价值管理体系，持续提升运

维的业务价值。

4.2 运维价值呈现的五大维度

4.2.1 保质量

保质量，是指保证组织对外提供业务所依赖的IT基础设施、

应用、数据等可靠、可用、连续，不影响组织对外提供业务。

在业务连续保障的思维中，可以参考架构设计中“故障一

定会发生”的思路，梳理分解影响业务连续性因素，量化

这些因素的评估能力，持续完善组织能力、流程机制、应

用架构与工具平台支撑。

从运维层面来看，一是要主动利用各种手段来分析

和排查故障，避免影响业务质量、业务连续性的问题发生，

二是在故障发生时能够以最快速度、最小损失完成故障

修复。为度量运维在“保质量”方面的价值，可以采用的

指标有“降低严重/重大中断的次数”、“减少对严重/重大

中断进行诊断的时间（小时）”等。以“故障处置场景“为

例（注：引自彭华盛公众号运维之路文章），为度量“提升

业务续性保障水平”，相关的量化度量指标包括但不限于：

自动发现事件的百分比、发现事件的平均时间、备机接管

成功次数百分比、备机接管的平均时间、应用级异常自愈

自动化成功率、业务影响分析，涉及业务中断或重要业务

量损失比例、问题诊断分析及解决的平均时长、应急协同

响应时长、应急恢复时效性与平均处理时长等。

4.2.2 降成本

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很多组织发展受到冲击，为获取持

续增长的突破，越来越多的组织把视线转向了内部，希望

通过推进精细化管理来实现降本增效。单从成本这一课

题来讲，运维相关的成本包括IT硬软资源（硬件、云资源、

CDN等）的投入、人力成本（各类运维工程师、外包人员、

合作伙伴）、沟通和协作成本（时间和管理花销）。IT运维

需要充分考虑从建设阶段到运维再到持续运营全生命周

期各个阶段的各个环节，在每一个环节如何能够实现在

保障业务的前提下的成本降低。其基本的思路是售前摸

清阶段性成本优化的现状与及基线，寻找到最合适的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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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点，其次通过建立目标指标明确优化改进的方向和方法，

接下来综合利用管理以及技术手段实现对影响成本目标

的各项关联指标的整改优化，之后还要从持续改进的角

度来不断对目标指标和影响因素进行持续优化。

某省移动公司的IT资源优化工作可以给我们一起启发，

该省移动私有云上建设的IT系统众多，由于移动的私有云

性质，不针对租户收取资源使用费用，存在着租户资源申

请较随意，应用下线后资源不回收的情况。为此数据治理

团队在进行配置数据标准化、规范化的过程中，开展了梳

理垃圾配置数据，实现资源回收的活动，从2018年到2020

年，几乎每年回收资源价值都在4千万元左右。通过价值

度量和数据治理，实现准确掌握运维服务资源使用情况，

平衡资源配置，有效降低了运维服务成本。

4.2.3 增效率

组织数字化转型的主要表现是数字化业务占比提升、业务

运营效率提升，二者都需要依赖IT运维实现敏捷应对和快

速交付，对运维效率要求越来越高。最终检验运维效率的

一个核心指标就是面向业务的整体调度和整体交付能力。

运维可通过很多方式提升组织效率。首先，IT运维部

门可以推进采用新架构、新技术和新工具以提升效率，加

快业务服务的交付速度，比如运维可以通过引入行业云、

公有云，提供简单、按需、所见即所得的基础设施服务，提

升研发工作效率、减少重复建设、提升资源利用率；第二，

通过现代化IT服务管理，加快事件和请求的处理，减少员

工和管理者在与IT相关的数据收集、故障处理等方面的时

间；第三，运维可以推进发布部署流水线在线化，让软件

测试、部署、发布更加快速，让发布过程人人可见，更早的

发现并解决问题，通过在线的部署版本管理增强持续交

付中的持续发布能力；第四，通过定期识别并释放低效能

业务系统资源，将有效IT资源倾斜到高效能的应用系统，以

此提升IT交付业务的效率。

4.2.4 提安全

安全是组织发展和业务开展的生命线。提安全，要以“业

务系统风险控制”为核心，将安全建设与业务相适配，建

立基于业务的安全架构，建立监测、分析、响应等集中安

全管理体系，从系统级、数据级别、应用级别等维度去对

待安全问题，保障IT最终承载的业务安全。“提安全”的前

提是建立有效的安全管理体系，有合理的信息安全架构

和技术支撑，有完善的应急处置机制。保障IT所承载业务

的安全，是安全运维的主要任务。运维安全价值可以细化

分解到网络安全、系统安全、数据库安全、中间件、开发安

全、权限管理、前端安全等运维领域。其中，网络安全的价

值度量可通过网络资产健康度、网络安全风险、保密风险、

处置质效等指标体现。

4.2.5 促效益

在最近几年疫情的大背景下，企业的核心使命是“活下

去”，有些人对于运维是否能够驱动业务，为业务运营创

造价值甚至提出了怀疑和否定的观点。诚然对于IT而言在

相当长的时间内，其主要矛盾还是聚焦在“降本增效”上，

但运维工作前置、IT数据更广泛的与最终客户链接以及更

进一步与业务融合已经是既定事实，而IT运维有可能成为

数字经济背景下最能完整而准确感知用户体验的部门。

从运维角色与价值重定位的角度来讲，运维也需要再

进一步，利用运行数据运营分析辅助业务决策，运维应该

结合其对应用系统逻辑、链路等的观测，以及己掌握的运

行状态与业务感知数据，为业务感知、业务运营、业务创

新等提供决策支持，促进收入增长和业务转型。在数字化、

网络化、移动化的时代，客户体验直接影响客户的购买行

为进而影响销售收入，IT运维在提升客户体验、促成交上

大有可为。

4.3 度量范围面向运维的全栈全生命周期

价值度量可应用于运维的全栈和全生命周期，从全生命周

期来看，包括研发运维、运维监控、运维数据治理、IT服务

管理、持续运营等阶段，全栈是运维生命周期各阶段度量

的细化和具化。          

                           

4.3.1 研发效能度量

开展研发效能度量的目标是让研发效能可量化、可分析、

可提升，通过数据驱动的方式更加科学地评估和提升效

能。研发效能度量的成功落地需要一个相对完善的体系，

包含数据采集、度量指标设计、度量模型构建、度量产品

建设、数据运营等多个方面。研发效能的度量围绕业务

价值开展，既关注质量、成本、效益等结果面，也关注协

作能力、工程能力、技术能力等过程面指标。传统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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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度量主要关注交付速度、质量、成本、能力，新一代

研发效能度量在价值流的基础上开展，考虑从需求、设计、

开发、测试、发布、运维全流程的价值流动，与业务价值

挂钩更紧密，实现由业务价值驱动的研发交付。

从指标体系设计来看，体现交付速度的指标有需求前

置时间、开发交付周期、需求吞吐量等；体现交付质量的指

标有需求评审缺陷率、设计评审缺陷率、代码审查缺陷率、

提测成功率、线上缺陷率、变更成功率等；体现交付成本

的指标有需求预期执行率、设计返工率、开发人力成本、工

作量分布、人员流动率等；体现交付能力的指标有预算执

行率、在制品数量、构建成功率、自动化测试比例、部署成

功率等。体现研发价值流效率的指标有流时间（需求交付

周期）、流速率（需求吞吐量）、流负载、流效率、流分布等。

4.3.2 智能运维监控价值度量

智能运维监控最核心的价值直接体现在保障质量以及提

升安全性两个维度，但故障定位与排查也直接能反映到

整体的解决效率以及对用户满意的提升上。运维监控相

关的度量是非常丰富的，因为围绕运维监控涉及相当多的

工具与场景，比如各种监控工具如基础监控、APM、NPM、

日志管理，各种算法场景如异常检测、根因分析、告警收

敛等。从整体来说，以往传统的顶层考虑指标如MTTR、

MTBF以及各种SLA指标依然作用很大，但是下级的各种管

理与技术维度，即对应每个场景都会有一套相应的价值度

量指标体系，也是需要关注的重点。管中窥豹，以下基于一

些项目案例，给出几个例子供参考。

场景 问题描述 度量指标 目标收益

统一监控

需要登录不同的监控工具查看监控信息和告警信息，非常不便。

客户侧存在多个告警系统，需要对告警压缩合并成事件，可以进

行统一管理。

告警压缩率>80%

告警准确率>85%

告警及时率>99% 

业务故障发现从被动变为主动，故障定位

时间从原来的1小时缩短为20分钟。客户

运维人员从每周投入4天告警排查，到现

在每周投入2天告警排查，投入告警排查

的降低50%。

动态基线告警

客户侧原有的监控告警系统（如Zabbix）出于对业务稳定性的考

虑（当出现故障时，及早发现及时修复），资源告警阈值设置的

较低，当出现业务高峰时，资源的使用率就会提升，触发阈值告

警，经常出现大量的告警信息。但是实际资源使用量经常是不会

出现故障的。

告警准确率>85%

告警及时率>99%

业务故障发现从被动变为主动，故障定位

时间从原来的1小时缩短为20分钟。客户

运维人员从每周投入4天告警排查，到现

在每周投入2天告警排查，投入告警排查

的降低50%。

后端应用服务巡检&
问题排查场景

（基于APM工具）

客户侧的核心业务系统存在多套系统业务调用关系，经常某个系

统接口出现问题，导致其他关连系统出现问题，生产环境问题解

决对于运维和研发人员存在较大复现难度，排查周期较长。

故障根因定位时长 < 30m

应用拓扑准确率 > 99。99% 

业务故障发现从被动变为主动，故障定位

时间从原来的2小时缩短为20分钟。

数据中心
风险管理场景

不能及时发现资产存在风险，无法形成对应措施，导致风险影响

范围扩大化，对数据中心的安全运营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风险识别率达到30%

机房风险管理从事后故障处理逐步转变为

事前预防检修，故障发生率从每周2次降

低为每月2次。故障发生率降低75%；

服务
自愈场景

部分故障问题实际可通过先故障自愈然后再进行根因的定位

的，例如无法登陆，自动重启服务。为了有效提高故障分析效率，

降低MTTR，需要引入智能化运维监控系统。

自愈准确率： > 99%

自愈花费时长 < 3m

通过对已知故障实施故障自愈，极大的提

升业务的连续性。降低人工判断时间，对

已知故障可以快速解决，从原来的人工服

务自愈时间20分钟缩短到3分钟内

表1 智能运维监控场景的价值度量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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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运维数据治理价值度量

运维数据治理最根本的价值在于为智能运维提供高质量

的运维数据服务。通过实现运维数据的全面线上化，支撑

智能运维的切实落地，为数字化转型提供基石保障。

 » 通过构建一套适用于组织的运维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和

标准，实现数据的规范化、集成化、标准化管理，为数据消

费奠定基础；

 » 通过建设统一的运维数据库，与各监控平台实现对接，

对运维数据进行统一管理，打破数据孤岛现象，实现数据

融合；

 » 以满足实际需求为目标，通过对数据应用场景进行梳

理，明确智能运维建设方向，实现对IT资源的高效利用，

促进保质、降本、增效。

举例说明，如运维数据治理价值度量中关于数据质

量的评价指标体系，需包括内在数据质量（如准确性、可

信度、客观性和信誉度）相关指标，场景数据质量（如增值

性、及时性和关联性）相关指标，表达数据质量（如可解

释性、可理解性、简洁性）相关要求以及访问数据质量等

相关的考察与评价指标。

再比如面向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数据治理工作中，对运

维数据治理的持续运营工作，需要从运维数据使用情况、

数据质量、数据管理过程、数据变现效能、统一运维数据

平台的基础保障能力、数据采集能力、数据完备度、数据

的消费与供给情况等多个角度来度量与评价。

4.3.4 IT服务管理价值度量

随着近年来企业数字化转型浪潮的掀起，信息化的发展

阶段已经逐步由大规模建设转到了以应用为主的运维阶

段。针对运行维护，各组织依旧存在诸多挑战。

例如：（1）组织总体运维能力无法测量；（2）运维对

业务的支撑情况无法体现；（3）组织向用户承诺的SLA缺

乏设定标准；（4）组织各流程质量、效率缺乏衡量基线。

针对挑战，沿用建设时期的管理思路和管理方法与

运维阶段的管理需要已不相适应。为确保达到建设目标，

取得预期效果，组织需建立一整套满足明确性、衡量性、

可接受性、实际性和时限性的IT服务管理价值度量指标体

系，以从质量、安全、效率、成本、效益等多个维度，综合

反映IT服务管理整体价值，体现前期信息化整体规划与建

设的价值（如图4所示）。

图3 运维数据治理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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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运维价值指标体系的建设方法   

指标是运维数据治理体系建设的核心抓手之一，也是运维

数据中台的核心输出，大量数据应用场景都建立在指标

之上。运维价值度量的基础是数据，核心是要以业务价值

为牵引，围绕质量、成本、安全、效率、效益这五大价值维

度，构建一套能反映运维价值的数据指标体系。运维价值

指标体系建设非常有挑战，但是有方法可循。以下简要介

绍我们研究提出的D-CREAM方法或模型（更详尽的说明

可参考《运维数据治理：构筑智能运维的基石》）。

D-CREAM模型包括维度、分层分类、关系、评估、属

性、建模六个维度。

（1）维度（Dimension）。

维度是指对所度量对象的属性进行划分的方式。单纯谈

指标但不区分维度，会导致度量不准确，且价值有限。以

“降低故障的平均解决时间（MTTR）”这个指标为例，我们

可以从城市、系统等维度进行细化，比如“降低来自xx城

市故障的MTTR”、“降低xx生产系统故障的MTTR”。

（2）分层分类（Classification）。

指标体系应该呈现树状结构，自上而下层层分解。比如，

对于“降低由变更导致的事故数量”这个指标，我们可以

分解为三个领先指标，分别是“每月的变更次数”、“计划

外变更”、“平均每次变更中已完成测试的占比”。

（3）关系（Relation）。

指标变量之间的关系分为函数关系、相关关系，相关关系

又分为依存关系（a受b的影响）和平行关系（a与b相互影

响）。在价值度量指标体系建立时，我们要清楚各层、各类

指标之间的关系，同层级指标应该互斥或相关性较弱，上

下级指标间应该是函数关系或依存关系。

（4）评估（Evaluation）。

指对指标体系中关键指标的取值、指标间的关系等进行评

估评价。要为关键指标确定阈值（如目标值、基准值）、权

重，以作为价值分析和度量的依据。以“降低由变更导致的

事故数量”为例，可以为其设定目标值为10%，基准值为5%。

（5）属性（Attribute）。

属性是指指标和维度的特性。确定指标、维度的属性，是

进行指标管理、指标数据治理的基础。将运维指标的属性

信息分为四类：基本信息、统计信息、口径信息、管理信息。

维度属性可以从维度编号、维度中文名称、维度英文名称、

图4 IT服务管理价值度量模型

服务价值模型 

服务价值特性

价值度量体系 度量指标选取原则（SMART）

可靠性：履行服务的承诺

响应性：响应及时、服务速度

保障性：专业性、服务质量、可信任

偏好性：沟通顺畅、服务满意

有形设备：工具、设备

价值度量场景

总体运维能力 总体运维财务

服务度量场景

运营度量场景 组织度量场景

客户满意度

运营业务统计（量）

运营效率统计（效）

运营质量统计（质）

SLA符合度

内部团队能力度量

供应商能力度量

明确性（Specific）
度量指标应切中目标、体现价值、不能笼统

衡量性（Measurable）
度量指标应有明确来源、被可数量化获得的

可接受性（Attainble）
度量指标应在付出努力的情况下是可以实现的

实际性（Realistic）
度量指标是实实在在的，可证明、观察和获取的

时限性（Time-bound）
度量指标应属于特定期限或在评估期限内可获得

期望价值 感知价值

用户

前沿观点
Frontier Views



22

图5 指标体系建设的D-CREAM模型

Classification

分类分层
Evaluation

评估
Attribute

属性

Dimension

维度
Relation

关系
Modeling

建模

D C R E A M

维度值举例、维度值描述等进行定义。以“降低故障的

MTTR”这个指标的统计信息属性为例，包括指标维度（如

城市、系统）、统计周期（如每周、每月）、数量单位（如分

钟）、数据格式（如hh:mm:ss）。

（6）建模（Modeling）。

建模是指构建指标变量之间、运维对象之间的数量模型、

关系模型。在运维价值度量中，价值计算公式应该尽可能

简单易行。

运维指标体系构建和运用分为五个实施步骤：需求定义、

体系构建、平台建立、实际运用和管理维护。根据运维工

作需要，从主题域角度可编制业务运维指标库，指标库包

含的指标覆盖IT的业务价值指标、IT卓越运营指标、IT基

础设施监控指标、客户/用户体验指标、关键业务运营绩

效指标等。另外从分层体系构建角度，运维指标体系整理

纳管业务、应用、服务、组件、主机、硬件等多种类型的指

标数据，建立指标库模型并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定义、分类

和属性划分。

4.5 运维价值度量的实施方法

组织的运维价值度量应如何开展？从哪里开始？ITIL4的7

个指导原则在此依然适用，包括“聚焦价值”、“从你所在

的地方开始”、“通过反馈实现迭代式进步”、“保持简单

和实用”等。基于这些原则可知，运维价值度量不一定要

搞大规划、大蓝图，可立足当前实际，从特定领域、场景

开始进行价值度量，积极运用价值度量成果，体现价值度

量的价值，通过敏捷迭代来不断提高度量水平、扩大度量

范围。

运维价值度量的实施步骤包括：（1）明确度量目标；

（2）设计度量内容（包括设计度量领域和场景、设计度量

指标）；（3）做好价值度量准备（数据、人员、工具等）；

（4）执行价值度量；（5）评审和持续改进。 

以某汽车制造企业的IT服务价值度量为例。该企业年

产销量超过百万，生产负荷高，厂区分散，开启了线上销

售等业务模式，系统用户数日益增加，运维部门需要确保

系统高可用，抑制系统重要故障发生，提高故障发生后的

业务恢复效率。该企业希望通过IT服务管理价值度量体系

建设项目，明确IT服务管理价值，提升IT服务管理的标准

化、制度化、流程化、平台化以及移动化，为系统的高可用

性提供保障。

该项目围绕“降本、提质、增效”的业务价值，聚焦度

量场景，设计度量指标体系，执行价值度量，做好工具落

地。基于度量的需求，项目组整理了价值度量指标（集），

统一了指标的名称、计算方式、数据来源、计量单位等。项

目组通过CMDB、指标体系管理平台、自定义报表中心等

工具，将价值度量体系落地，持续跟踪运维价值。

通过项目实施，该企业实现了对IT服务价值的量化度

量，提升了数据治理水平，建立了成套的价值度量指标体

系，完善了价值度量的制度、流程。通过IT服务价值度量

成果的应用，三个月后，该企业的运维服务成本降低5%，

故障平均解决时间降低10%，客户满意度提升25%，对引

导运维水平持续提升、保障业务连续性起到了积极作用。

前沿观点
Frontier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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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某汽车制造企业IT服务管理价值度量的指标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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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运维价值度量的实施步骤

服务度量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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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和建议

通过IT运维价值度量，组织能够将业务价值创造与IT运维

对应起来，实现对整个价值创造链条的感知、监测，为数

字化转型提供保障；IT部门降本增效有了直接抓手，数据

驱动的智能运维有了更坚实的基础，对组织战略的落实

更加到位，IT运维部门的预算和支出决策沟通将更加顺畅。

本文提出的OVMS框架和方法可以帮助组织和IT部门行之

有效地建立这样的运维价值度量体系。

随着度量体系建设的完善，组织可尝试更多地将IT运

维价值与“钱”直接挂钩，以货币形式度量运维价值（虽

然这点真的很困难）。组织应建立“以业务价值为中心”、

“用数据说话”的运维团队文化，习惯从五大维度来思考运

维价值，运用敏捷、精益的理念来不断提升运维价值度量

和价值呈现的水平，让包括业务领导在内利益相关者能够

看到运维价值，获取广泛支持。价值度量体系建设是“价

值管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在运维价值度量体系建设的同

时，组织应从组织结构、制度流程、管理工具等方面做相

应设计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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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咖访谈
Big shot interview

把安全、稳定、可靠

打造成华为云最核心的竞争力

—— 华为公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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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咖访谈
Big shot interview

终端云智能化
运维思考与探索

黄启辉，现任华为终端云SRE部部长，近五年负责华为终端云服务全球的运维管理工作。华为云SRE有幸邀请

到黄启辉先生担任专刊受访嘉宾，就终端云及智能化运维进行分享，与大家共同探讨高质量高效率的智能化

运维。

摘要

黄启辉
华为终端云SRE部部长

一、谈一谈您在华为终端云的工作经历

我叫黄启辉，现任华为终端云SRE部部长，近五年负责华

为终端云服务全球的运维管理工作。通过云服务Ops运维

平台和流程持续开发和优化、全球运维组织建设，支撑华

为终端及鸿蒙生态云服务的高质量、高体验运行，并持续

降低基础设施成本。

二、华为终端设备在全球销售，据了解
2018年就有 2亿部手机的销量，终端云
SRE是如何组织海量设备的全球运维？

1）华为终端云，服务所有“华为”品牌的各类终端，为用户

提供有价值的数字云服务，构建华为终端产品可持续发展

的云服务生态。截止22年9月，帐号XXX亿，月活XXX亿；应

用市场单日下载峰值XXX亿次；MeCloud照片日上传峰值

XXX亿张, 存储共XXXP.。

2）全球3+1站点，XXX万台服务器，全球三个运维中

心有效协同，保障连续5年业务可用性SLA 99.99%，无重

大连续性和安全事故的挑战目标达成。

3）终端云SRE通过建设SD服务部署、ITR问题管理、

BCM混沌工程三个活动的数字SRE能力，提升数据化（感

知）、智能化（决策）、自动化（执行）水平，加速向数字

SRE自动驾驶转型，实现更高效的运维治理，创造数字SRE 

100+个。

三、终端云服务器规模达到了约 XXX
万台，实现连续多年平稳运行，无疑有
巨大挑战，中间有哪些故事可以给大家
分享？

1、围绕运维三个活动流程构建能力，持续提升效

率、提升业务连续性，为业务保驾护航。
 » SD：通过IaC(基础设施及代码)以及灵活的编排能力，

实现变更过程可信、执行自动化、效率连续3年持续提

升30%（变更时长降低30%），目前终端云现网版本部署

100%自动化。

 » ITR：有完善的故障生命周期自动化管理能力，基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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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构建AIOps异常检测、根因诊断、问题定位能力，在

ServiceInsight问题管理平台构建健康管家、专家诊断工

具、运维知识图谱、知识编排、ChatOps、服务画像、资源

画像等低代码工具，SRE自主开发，实现了故障预防、检

测、诊断、通报、恢复的IT化和自动化，正在深耕AI运维部

分，持续提升现网问题自动恢复率。

 » BCM：基于混沌工程构建WiseChaos平台，设计了故障

模式库、智能评估能力，致力于从注入到恢复后评估端

到端无人干预演练模式，从“按剧本演练”演进到“随机

注入故障演练”。保证现网从“端管边云”各环节可靠性

SLA99.99%，包括我们的全球骨干环网也即将实现双环双

活。业务维度也从集群负载、AZ多活、智能调度、业务流

控降级等方式，构建多重容错能力。

2、能力持续落入运维工具，进入智能化运维深水区。
终端云SRE部仅有XXX人，通过全球运维平台、流程及组

织能力建设，持续提升效率，以XXX倍人力增长支撑XXX

倍收入增长、XXX倍主机数量增长。主要原因就是将我们

的专家经验持续的沉淀到平台、固化在工具、适配入流程。

将我们的变更和运维事件的处理效率大幅提升。

终端云
业务类SaaS

标准
IaaS和
PaaS

互动
媒体

应用
生态

aPaaS

Cloud BU公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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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存储

云数据库

安全、EPS/RMS/CES ...

AI EI

网络

爱尔兰Region、
海外WiseWAN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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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中心

设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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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云祥云与大数据平台

大咖访谈
Big shot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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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华为公司内部，终端云和华为云是如何分工配合的？

1、终端业务作为华为云的一个租户，使用华为云的IaaS、PaaS服务。

2、终端业务自身构建了上云的关键能力：

构建祥云平台，业务与I层解耦，让业务看不到云，软件开发与部署Cloud Native，业务聚焦特性高效开发。

祥云aPaaS架构上具备多云管理能力，全球化多Region部署。

业务层分级(AZ/Region、实例、数据库)实现快速迁移和调度，4个9可靠性。

大咖访谈
Big shot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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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咖访谈
Big shot interview

业务（SaaS）

终端云平台（祥云aP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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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业务上华为云关键阶段：
终端云从17年开始全面上云，国内和欧洲、俄罗斯3大区

域实现从IDC全面上云，主要使用IAAS为主，计算、存储和

CDN、网络等。

 » 2019年“516”后2天内，承载亚非拉业务的新加坡站

点，从A云切换到华为云。

 » 2019年Q3~Q4，MeCloud（云空间）全面使用对象存储

OBS服务。

 » 2020年，开始使用云高阶服务数据库服务、DCM等，支

撑HMS生态。

 » 2021年，中国区数据库全面上云，微服务容器化Pod数

XXX万。

 » 2022年，GauessDB数据库、容器CCE Turbo、EI大数据

开始持续上云。

 » 2015年至今，终端云的在持续上云的道路上，我作为全

程的亲历者，感到了公有云快速、高质量的发展，使得云上

客户可以快速开发自己的业务，稳定运行自己的业务，持

续盈利，公有云为业务提供了坚实的底座。同时，通过终

端云的大数据量、大容量、高并发的业务也极大的牵引了

华为云的产品和技术能力提升，双方协同共同提升。

1、截至目前，终端云业务在华为云上的累计规模：弹性

计算服务XXX万虚拟主机、GaussDB共XXX实例，MRS节

点XXX万台，OBS对象存储 XXXP、裸金属BMS XXX万台、

CDN XXXGbps。

2、终端云使用公有云XXX服务，在终端云首次应用的

核心能力已有XXX个，2022年已规划实施进行中的有XXX个。

五、作为华为云最大的内部客户之一，在云化和使用的过程中，有哪些经验和故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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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成本：计算、网络、存储经过近几

年持续上云和治理，不断优化基础设

施的资源配置，提升资源利用率。

通过在线业务的服务画像和治

理、离线业务存算分离、CDN的AI调

度优化等关键技术和措施实现性能

倍增。2020年共计优化成本XXX万美

元，2021年共计优化成本XXX万美元，

2022年共计优化成本XXX万美元。

保质量：通过持续提升可信能力（韧

性/安全性/隐私性/可靠性/可用性），

容灾/双云系统等建设及持续演练，

整体SLA保持100%；2022年暂无质

量事故。

优体验：基于公有云全球的基础设

施，终端云构建全球极简网络Wise-

WAN，实现全球TOP区域一跳接入骨

干网，通过“端管边云”及自研协议

持续优化，已完成多国业务性能指标

超过/持平友商。

如前面介绍的，终端云业务承载了十亿级用户，我们的业

务场景越来越多，运维场景也越来越复杂。所以我们构

建了一套更智能、更高度自动化的数字SRE智能运维系统，

来支撑业务发展。这就是终端云数字SRE产生的背景，也

是终端云数字SRE的价值所在。  

智能数字化劳动力（数字SRE）概念的提出，重新定义

人与机器的关系(角色)，人回归人的价值，人机各展所长，

重构运维模式。围绕“感知-决策-执行”构建能力、迭代循

环优化，持续落地数字SRE：

 » 感知数字化：构建实时数字化、精准感知能力，构建实

时数据采集能力，对网络进行栅格化标识，对设备进行坐

标级管理。

 » 决策智能化：构建智能算法决策能力如异常检测、全链

路根因诊断和基于知识编排的分析决策服务,支撑运维统

一智能决策。

 » 执行自动化：基于分布式、云原生服务化能力，构建规

则自动执行、业务集中调度、自动化执行能力。

终端云目前整体处于L3有条件自动运维阶段，正朝着L4

阶段迈进。22年已实现了XXX个服务接入基础设施即代码

IaC3.0，实现了部分场景端到端变更无人值守；构建了一系

列aPaas服务&中间件的根因诊断能力，XXX个服务接入了

根因诊断、诊断成功率97%；完成了演练自动化报告生成、

AI演练评估能力构建和试点；整体创造了100+个数字SRE。

相信我们构建这样一套智简AI运维系统，持续提升

数字SRE核心竞争力，能够更好的保障运维高效可信、最

优用户体验，助力云服务、1+8+N全场景、鸿蒙生态业务

成功！

六、对终端云智能化运维，未来是如何规划的，有什么可以给业界分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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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服务

数据应用

数据资产

事件数据
变更

活动

告警

成本数据
账单费用

预算数据

成本用量

主观数据
社媒&电商

智能客服

APP评论

数据库数据
DCS 

SDS 

DMQ

MySQL

GaussDB

OBS

服务数据
SLB数据

双云数据

接口数据

运行数据

调用链

P层服务

行为数据
点击 浏览

下载 播放

付费 ……

指标仓库
指标计算

指标分级

指标分类

指标血缘

反馈分析
分析报告

结果标注

动态分发

监督学习

根因诊断
多维下钻

日志关联

因果推断

拓扑分析

事件关联

根因排序

异常检测
同比检测

毛刺检测

环比检测

长周期检测

感知：数字化 执行：自动化

指标监控 日志可视化 统计报表 ChatOps EAP RPA

决策：智能化

链路诊断 数据库诊断 网络诊断

容量预测 降级熔断 流量控制

性能诊断

成本优化

数字SRE能力规划：从人工运维进化到智简运维“数字SRE”

过去(运维)：人工命令行

费时费力易出错

·命令行配置

·FW、交换机等分别配置

·千百条命令行手工/辅助运维

变更发布x周（经验+意志+体力）

现在（SRE）：局部自动化运维

省时省力少出错

·控制台操作、配置

·物理和虚拟设备池化配置

·X个参数、N次点击

变更发布x小时/天（经验+体力）

未来(数字SRE)：自动驾驶

AI决策不出错

·精准数据感知

·Al自动化决策

·全自动化执行

变更发布X分钟（业务感知+AI决策+执行）

AI决策、智能化

Intent

运维工具平台

运
维
自
动
化
演
进

全自动运维（AI驱动全自动运维）

高度自动化运维
（根因诊断、故障自愈、无人值守）

有条件自动运维
（laC、Service、Insight、ChatOps）

半自动化运维（工具）

人工、辅助运维（手工/脚本）

L5
（全自动化）

L4
（高度自动化）

L3
（有条件自动化）

L2
（半自动化）

L0/1
（人工/辅助运维）

now

自动驾驶能力等级 华为（ICT） 终端云服务

L5

L4

L3

L2

L1

L0

全自动驾驶

高度自动驾驶

有条件自动驾驶

半自动驾驶

辅助驾驶

人工驾驶

全自治网络

高度自治网络

有条件自治网络

部分自治网络

辅助运维

手工维护

全自动化运维
（AI驱动全自动化运维）

高度自动化运维
（根因诊断、RPA故障自愈）

有条件自动运维
（IaC、Servicelnsight、ChatOps）

半自动化运维（工具）

辅助运维（脚本）

人工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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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变革中
重塑运维生产力

途游作为一家为全球用户提供在线休闲娱乐产品及服务的互联网公司，如何提升游戏平台运维效率，保障游

戏有足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源于途游运维团队独创的“工作原则”，为公司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技术保障。

数字化浪潮席卷而来，每个企业都身在其中，途游作为一家为全球用户提供在线休闲娱乐产品及服务的互联

网公司，强大的技术支持是游戏稳定性的核心，作为途游的运维团队，如何提升游戏平台运维效率，保障游戏

有足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源于团队独创的“工作原则”，不断应用于游戏平台中，为用户提供全方位技术保障。

摘要

邹 轶
途游游戏运维安全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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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运维能力，重塑团队运维生产力

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与游戏产业上云用云的演进，本质

就是一场“效率革命”，而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支撑的IT

运维，也被赋予了更高的价值与使命。运维安全团队本质

是服务，通过服务管理、产品工具交付与消费者价值共创，

途游未来的发展方向是顾问型、解决方案型、平台型的服

务团队，这就是途游运维团队的角色认知。

途游运维团队的目标，通过践行devops(开发自运维，

自服务)理念，通过产品和工具输出服务，帮助项目组更好

更高效的自服务。这有助力提升途游运维开发效率，聚焦

在游戏开发上云、服务器架构的弹性运维，安全性保障等，

帮助实现游戏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途游运维团队通过建立“自下而上驱动、自上而下支

持”的团队文化，不断沉淀游戏产业运维数字化转型的经

验，以创新型的人力适应日渐复杂的运维需求，构建起全

景运维数字资产，用技术解决业务问题，提高运维开发效

率，以适应游戏环境中的稳定运行。

组织创新是运维团队发展的核心

能力聚合，提升运维价值。途游运维团队着眼于业务和服

务，不断挖掘新的价值点，扩展运维服务的价值，创立了

“OPS服务体系方法论”，以用户为中心、构建安全、可靠、

高效、低成本、可持续发展的服务，通过服务运营创造价

值，通过产品和工具落地服务运营，并持续迭代改善整个

服务体系。

组织协作，打破竖井思维。组织最重要的是人，途游

运维团队通过KPR工作法来打通协作，提升工作结果，通

过review机制不断迭代调整，保持目标一致。在信息共享

机制上，崇尚透明，鼓励共享一切有价值的信息，在内部

公开讨论问题，鼓励利用公共项目管理工具来记录问题，

跟进问题。

团队管理，实现自主可控。途游运维团队鼓励“去中

心化”的管理机制，自组织，发现问题都可以指出来或者

牵头拉组推动解决。鼓励一线员工承担更多责任和更多

自主决策。中心管理者更多的是参与者，而不是决策者，

是教练，而不是运动员。所有员工都是团队的领导者，鼓

励就团队发展过程中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看法，参与团队的

共创。

决策思维，改变决策方法。在决策的机制上，提高团

队的思考力至关重要。考虑问题站在上一级去思考，落地

执行站在一线去落地，比如一线员工站在小组负责人角度

去思考，小组负责人站在中心负责人角度去思考，落地都

要站在一线员工角度去落地。

构建敏捷方法论提升团队运维效率     

现在很多公司都在使用敏捷开发，途游运维团队以scrum

敏捷方法框架+精益思想（定义价值、识别价值流、让价

值流流动，拉动、持续改善）开展工作。通过服务台/变更

管理(风险评估，授权）-->事态管理（监控，可观测性建

设）-->故障管理（尽早发现，尽快恢复）-->问题管理（找

根因，建立短中长期改进计划）-->持续改进（7步改进法

落地改进）-->知识库管理（沉淀经验教训）的闭环方法论

指导服务运营工作开展，基于敏捷的方法论，紧密结合业

务场景来进行设计，不断提升运维效率。

如今的运维已经步入智能化、数字化运维时代，运维

岗位被赋予更重要的价值，途游运维团队对内不以分工为

边界，而以共同目标为导向，积极协同推动目标达成。对

外秉承共赢思维，把服务方视为合作伙伴而不是简单甲、

乙方，联合共创，通过平台聚合各运维能力，使能运维场景

创新。

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入应用，要求运维人员建立与掌握，

业务运营感知能力、基础架构运维掌控能力和敏态业务

支撑能力，这种能力为运维工作中提升了新思路和新方法，

为企业提升IT运维效能发挥出更高的价值。可以说，新技

术与理念为途游运维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如何落地在

游戏应用的转型场景中，实践更为重要，也为途游游戏的

平台稳定提供了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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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运维能力是覆盖了从产品设计、开发到部署上线，再到日常运行

的生命周期全过程，帮助企业持续韧性，构建确定性运维结果。

——华为云SRE确定性运维

华为云确定性运维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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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级用户药店平台
稳定性保障实践

伴随着业务线上化发展趋势，海云的IT业务从会员管理逐步拓展到其他的线上交互业务，

每一分钟有超过10万笔的订单，上云成了一个必然的选择，本文主要分享海云在药店会员

管理体系的建设，以及新的运维方向探索与实践。

摘要

叶茂峰
海云健康运维总监

“全国每5个人里，就有1个正在接受海云健康系统提供的

服务。”在海云健康（以下简称“海云”）的系统后台上，每

一分钟就有10万笔的买药订单涌动。也许很多人没有听过

海云健康的名字，但当他们走进社区药店时，已经在享受

海云的“存健康”药店会员管理系统提供的服务。      

疫情期间，越来越多药房重视会员管理的线上化，同时海

云也为药房紧急开发了小程序和数个微服务。这些系统一

方面是海云在践行社会责任，一方面也让海云的IT业务从

会员管理逐步拓展到其他的线上交互业务。随之而来的

是用户和数据量的猛增，而要解决这些数据的复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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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用迭代开发、运维、监控方面已经呈现出技术与人力

方面压力与不足，上云成了一个必然的选择。

我们都知道华为有很好的云服务器产品，数据库和大

数据计算引擎，但是我们需要和最了解云的人，一起才能

完成这件事。因为这不是研发，而是在真实的业务系统里

完成切换，这是一边飞行一边换引擎。

2020年上旬完成SAAS系统全面上云，海云的直观感受

是突发的加班情况变少了，运维的工作量减少了，因为系统

更加稳定，高峰期出问题的几率降低了，超10万家B端客户、

4亿C端用户享受到了云技术带来的顺滑体验。上亿的表单、

订单数据上云后，支持了多表关联查询，让业务获得了更

加广阔的想象力，有效支撑了众多连锁店客户会员的分析

查询需求，突破了原有系统瓶颈，复杂查询的响应时间提

升了100倍。有了云计算的加持，数据的驱动，海云的业务

也从药店会员管理开始走向慢病管理等更加深入的蓝海。

业务上云后，业务故障下降明显，稳定性得到提升，

整体质量主要依赖云厂商以及本身团队的积累，两者缺

一不可。在云计算平台中，无论是存储服务，计算服务还

是网络服务都会提供弹性伸缩，按需付费的功能。绝大多

数情况下，你可以认为云供应商提供的资源是足够的，把

容量管理这个工作交给云供应商。作为云上用户，只需要

用时申请，结束时释放即可。对于企业运维团队来说，这

一点非常重要。在传统基础设施中，获取基础设施的弹性

非常不容易。为此，很多公司运维团队都会在基础设施使

用上面制定很多规章制度和流程，以方便进行容量管理和

规划。当管理云上基础设施时一定要注意避免这种人为削

弱基础设施弹性的流程。相反，运维团队需要把云计算供

应商提供的弹性能力充分暴露给业务研发团队，并鼓励业

务研发团队为弹性基础设施做设计（如支持状态无关和水

平扩展），甚至参与到业务架构中的设计，充分使用如弹

性伸缩服务等一系列弹性服务。这样一方面可以大幅度降

低运维成本（如业务扩容、缩容都能够自动完成），另外也

可以满足基础设施成本的弹性需求，降低整个业务的运

营成本，提升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上云后我们开始探索新的运维方向，比如标准化、自

动化、数智化。

 » 标准化：标准化能够促成开发团队与运维团队的沟通和

协同，标准化也有助于生态分工，推动更多自动化工具的

呈现。

 » 自动化：只有自动化运维，才能支撑互联网规模的挑

战，才能持续支撑业务的疾速迭代与稳定性。

 » 数智化：数据化、AI 加强的自动化运维成为必然趋势。

海云健康创新步伐不止于此，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创

新发展，为更多药店提供数字化服务，不断拓展丰富应用

场景、深化上云用云，进一步提高IT效率和生产力，共同拥

抱云智能的时代。

质量保证体系-全局

流程
规范

工具平台 质量度量用户
体验

线上
质量

灰度
上线

线下
质量

灰度上线

灰度策略     提测准入

灰度报警     分布发布

持续集成CI/CD

需求管理     代码管理     Pip流水线 

需求状态流转   编译构建   自动化检测 

流程规范

质量标准

发版、上线清单

崩溃情况
线上质

量报告
用户反馈

线上问题

测试

日报

Story/Bug状态

自动化测试报告

风险评估报告

项目

质量

项目质量

研发

研发

灰度

质量

日报

崩溃数据

用户反馈

产品数据

性能数据

问题定位

数据流Trace

用户行为分析 

风险分析

代码      架构

安全      部署

运营活动

反作弊 流量

监控

核心业务指标  服务稳定性指标 推荐效果

端可用性 性能 用户反馈

用户反馈

问题聚类 监控报警

产品评价

功能体验 监控报警 业务数据分析

竞品分析

抓取       破解

用户反馈分析

评测体系

全链路监控

数据trace 

灰度效果平台

环境部署服务

性能测试工具

功能自动化框架

自动化测试

静态代码检查 安全检查 异常测试

兼容性测试 稳定性测试 Diff测试 

功能测试 性能测试 单元测试

环境部署

测试环境动态部署

沙盒环境建设

数据环境闭环

数据校验

打点校验

数据一致性

数据流

用户测试

ShowCase 

用户测试

ET

可用性
监控

性能
监控

稳定性
监控

业务核心
数据 

灰度质量
监控

灰度质量
监控

PO级case
自动回归

性能
监控

策略效果
评估

需求管理

CI平台

性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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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系统稳定性的
几点思考

在互联网业务高速发展阶段，从行业发展和业务要求的角度都必须更加重视软件系统的可靠性和业务稳定性，

通过确定性的目标，进行定性与定量的度量，建立软件可靠性，避免故障的发生。

摘要

张观石
虎牙直播SRE架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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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牙直播SRE架构师，拥有10余年网站开发、架构、音视频运维、微服务运维方面丰富经

验，目前关注互联网服务可靠性系统工程、运维平台的规划建设、网站高可用架构等方面；

《运维前线》联合作者， 著有《SRE原理与实践-构建高可靠性互联网应用》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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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2025》特别提到要深化互联网在制造领域的应

用；加快开展物联网技术研发和应用示范，培育智能监测、

远程诊断管理、全产业链追溯等工业互联网新应用；建设

一批高质量的工业云服务和工业大数据平台。在互联网业

务高速发展阶段，故障严重性及其造成的损失被增长带

来的收益所掩盖，而当业务甚至整个行业进入平稳期，每

次故障的损失都将显得更“痛”，业务更加伤不起。从行业

发展和业务要求的角度都必须更加重视软件系统的可靠

性和业务稳定性。

一、问题的提出

为了提升系统稳定性、可靠性，整个行业都在理念和实践

上不断创新。互联网是特别注重实践和创新的领域，每年

的技术大会、各大厂公众号、博客等都有很多的实践分享，

行业内也竟相学习。互联网行业也非常重视理念，提出了

SRE、AIOps智能运维、自动化、可观测性、DataOps、反脆

弱/混沌工程、确定性运维、安全生产、云原生可靠性等理

念，这些理念深入人心。然而，在工程师实际工作中，实践

和理念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鸿沟，众多工程师仍是感觉

迷茫：理念很美好，现实很骨感，到处学习别人的实践经

验，没有成体系的工作指引和方法，工作重点不明确，有许

多工作要做又不确定能提升多少可靠性。

我理解的“确定性运维”其内含应该包括几个方面，

首先要有确定性的目标、确定性的工程方法。确定性的工

程方法是实践和愿景之间的阶梯，依赖确定性运维过程

和工作方法，才能实现确定的稳定性目标。

二、确定性的目标：进行定性与定量的
度量

对可靠性进行定性与定量研究是互联网业界当前比较欠

缺的环节。可靠性度量是提升可靠性的前提，所谓“无度

量不改进”。确定的可靠性指标、核心服务、可靠性目标，

可靠性数据收集，对可靠性异常后的故障量化定级，以及

可靠性证明等环节。也包括可靠性工作的过程度量。

软件可靠性度量一般包括几个过程：确定对象、故障

定义、数据收集、统计分析、输出度量结果等。首先，要确

定度量的对象，明确要度量哪些重要服务的可靠性；然

后，要对服务是否可靠做出定义，什么样的状态是符合预

期的；接着，确定数据采集上报的方式、安排开发，确定

指标统计口径，然后在软件运行一段时间后收集数据，包

括质量数据和故障数据；最后，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输

出评估结果和度量结果。这个度量过程，通常由开发负责

人和产品负责人、SRE、质量负责人等共同确定并达成一致，

且在业务生存周期内保持一致。

度量分析依赖收集到的可靠性数据和故障报告。通

过可靠性数据对故障进行多种维度的定性定量分析、分

级分类，其结果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可靠性的基本特点，也

可帮助我们自上而下地分析可靠性问题，并把改进要求和

可靠性指标分拆到具体团队或模块，与相关团队制定可靠

性目标。常见的度量方法，或者说可靠性的表示方法主要

有以下几种。

可靠性度量方法
故障复盘后形成故障结论报告，在周期（如季度、月度）

结束后进行统计分析。可用如下几种度量方法。

（1）按故障分级分布
 » 影响值定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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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出业务核心服务，为每个核心服务制定一个影响矩阵，

把服务进行分类分级，如核心服务、重要服务，定义一个

对应表。比如某核心服务故障时长15分钟，故障期间指标

平均下跌到80%左右，找到定级表属于P3级别故障。影响

率一般取故障期间的总失败率，相当于是平均值，可量化

黄金指标强烈抖动的情况。

（2）通过故障特征评估可靠性方法
确定了故障的严重程度/级别，就可以周期性地分析来评

估可靠性的水平。

 » 按次数分布

统计各个级别故障的次数，P1-P4故障次数，跟前一个周

期进行对比。

 » 按团队分布

故障复盘时要做故障责任归属，把故障按责任归属部门/

团队进行分布，故障次数较多的团队要在技术和管理方

面找问题；技术组件或服务也基本是按团队来划分责任

归属的，因此也可按组件/服务进行分别统计。

 » 按原因分布

包括导致产品功能故障或潜在脆弱的设计缺陷、代码Bug

等直接原因；也包括外部因素（如网络、主机）引发的产品

故障的间接原因。故障是复杂的，我们必须分析每个故障

发生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对原因进行分类。

 » 按业务/产品/模块分布

从业务层面、产品层面进行分布分析，分析故障影响的业

务或产品，度量各个业务/产品的可靠性。当然，还可以按

其他维度来进一步统计分析，根据公司具体的需要来进行

即可。

（3）按故障时长度量
故障处理过程度量

 » 发现时长、定界时长、定位时长、恢复时长

发现时长：在所有故障中从发生到发现（监控指标开始异

常、发出告警时间）的时长；

定界时长：从开始响应到确定问题边界、业务影响范围的

时长；

定位时长：从发现故障到定位出根因时长；

恢复时长：从定位出原因到修复，业务恢复到正常水平的

时长。

故障时长预算：达标时长或不可用时长

（4）按周期内失败率进行度量

（5）其他度量方法：首发率、责任故障与非责任故障

三、确定性的过程：建立软件可靠性工
作大纲

形成其他公司即使是较小的公司也能具有指导意义的大

纲。在实践和理念之间建立工程化的方法。以故障修复的

工程大纲为例：

1. 故障修复能力建设的目标
软件系统应急切换的目标是实现最短时间内修复故障。一

般是通过预案实现一键或少数几个步骤恢复到正常服务

状态，从而缩短故障时长。

2．定义(术语和定义)
故障修复时间：从故障发生到被修复的持续时长。

 » 平均修复时间（MTTR：Mean Time To Repair）：度量软

件系统修复能力的一个参数，是指周期内所有故障从发

生到被修复的时间的平均值。

 » 故障修复能力：产品在规定的条件下和规定的时间内，

按规定的程序和方法进行修复时，保持和恢复到规定的

状态的能力。

 » 可修复性设计：是指产品的设计特性支持通过修复方

法去改变软件的运行方式。

 » 修复预案：预案是指根据评估分析或经验，对潜在的或

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的类别和影响程度而事先制定的应

急处置方案。预案要针对总结出来的故障场景，将经过验

证的修复流程和运维操作编排成可快速执行的程序，下次

故障出现时通过执行此程序快速恢复。

 » 预案平台：是指提供执行程序、开发工具和编排执行流

程的系统。

 » 应急切换：也叫故障切换，是指在故障发生时通过预先

设定的方案进行操作，把故障灾难节点隔离或把流量切

换到正常服务的过程。

3．工作内容
为了实现通过预案快速切换从而修复故障，需要做好下列

工作：

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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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软件系统的各层架构（业务架构、应用架构、系统架构、

基础设施架构等）需要被设计为可容灾、可被修复的。

 » 分析评估潜在的风险场景，把过去曾经发生故障及其

修复经验进行提炼，形成固定的处理模式，设计和开发形

成针对特定场景的预案。

 » 开发和设计应急切换的预案平台，通过平台可以调用

各个依赖系统或管控系统的能力，把多个系统的能力进

行整合。

 » 预案流程可能涉及的依赖系统或管控系统实现关键功

能的API化，才能通过软件的编排实现自动化切换的能力。

4.评价与度量
评价故障应急修复能力，可以从平均故障的时长、故障的

修复时效、故障的覆盖比例（反过来就是没有覆盖的比

例）、执行的次数等来进行评价。

平均故障时长（MBTF）：

MBTF是指周期内所有故障的平均时长。

MBTF=Sum(全部故障时长)/故障次数。

说明：如果有了预案且被高效执行，那么应该能大幅缩短

故障的时长。全部故障也是可以分不同范围进行统计的。

如统计P1-P4严重故障，或包括未被定级的故障；也可以

统计由预案所修复的所有故障的MTTR；还可分析不同业

务，不同集群的MBTF。

预案覆盖率：

统计周期内所有故障中有多少是通过预案进行修复的，反

过来有多少故障是没有通过预案进行修复。这些没被覆

盖的应该重点复盘。

预案覆盖率=(所有故障-由预案修复的故障)/所有故

障*100%

说明：预案覆盖率应该尽可能高，通过风险识别、故

障分析等方法等提前梳理需要开发预案的场景。

5.思路与方法论
没有预案之前，发生故障后，需要通过多个工程师共同分

析诊断和决策、在多个系统/集群、多个架构层面进行人工

分析、人工尝试性修复、多个运维管控系统执行多个操作

的过程。应急切换和预案修复的思路是把过去修复故障

的团队经验积累下来，系统地设计和梳理潜在的可靠性

风险，把故障场景抽象化、修复过程自动化，通过API编排

实现一键或少数几个步骤执行，更高效地修复故障，从而

缩短故障时长甚至避免故障发生。

阶段 工作内容

软件设计开发阶段
设计和开发可修复性的特性

并把修复执行的特性转为可执行的API/控制命令

预案开发阶段

设计和开发预案平台

把配套系统打通，组合形成可执行的预案

故障场景抽象化，形成预案

稳态运行阶段

把日常高发的场景形成新的预案，覆盖更多场景

改进软件和相关组件设计，实现可修复能力

预案验证和演练

应急阶段
通过应急协同手工执行预案

通过跟自动化发现程序协同，自动执行相关预案

评估总结阶段

分析预案的效用，覆盖率、执行情况

从过往故障分析评估修复能力

过往故障评估修复级别：离线、在线、降级修复

表1 在软件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为故障恢复做的工作

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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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步优化海量业务故障的快速诊断能力

通过华为云诊断能力的引入，实现华为云高阶服务快速感知底层磁盘隐患和网络隐患的请求级别监控；且通

过持续的迭代，优化算法和融入专家经验，华为云实现磁盘类、网路类故障准确率从60%到90%+的提升。

摘要

云计算的IaaS资源承载在通过以硬件为基础单元的数据

中心内部，PaaS资源承载在以计算、存储网络等逻辑实例

为基础单元的IaaS层内部；当数据中心内的某一硬件出现

问题后，如何做到客户业务层到底层链路的快速诊断，如

何做到快速关联底层链路的故障对客户业务层的影响关

联，一直是云计算厂商面临的大问题之一。

华为云SRE用“确定性运维”能力支撑了华为云“稳定可

靠”，做到了底层硬件的损坏上层资源实例秒级切换，客

户业务感知度在秒级；例如DCS依赖的EVS池硬件故障突

发后，EVS集群可做到秒级隔离故障节点，客户的业务感

知也为秒级；

但日均千万级订单数量级的客户的诉求并不仅限

于快速恢复，因为如此大批量订单下秒级的抖动可能就

面临着少量订单量的损失，快速定界定位成了客户对华

为云的新要求；例如以上举的例子中，客户业务->DCS-

>EVS->某一硬件/网络节点的链路中，实现其中某一点的

故障可在分钟级定位到原因与故障影响面，实现故障的

快速诊断。

快速诊断故障，需要打通上下层服务运维能力，实现联合

定位定界。首先需要“看的细”。所谓的“看的细”，是关

键的组件、网元需要具备“秒级”监控、同时具备系统调用

和业务调用的埋点能力，做到感知上下层资源“细微”故

障。其次，需要具备完善的上下层资源关联能力和智能故

障诊断能力，通过资源组成关系关联底层硬件设备、虚拟

化资源、通过网络链路关联请求经过的网元设备；最后通

过全栈资源的监控、trace、日志、变更等数据进行智能诊

断和根因推测，一键定位故障根因。

某日均订单量千万级的客户提出的要求——快速诊断故障

如何做到快速诊断故障

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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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过EBPF技术实现请求级别的埋点和监控，

实现精细化监控。
故障定位过程中，对于SRE来说，最重要的定位数据，即业

务和OS系统的监控和日志。华为云对故障进行抽象和分

类，通过EBPF对系统请求和业务请求进行埋点和监控，同

时对业务软件进行协议解析和埋点，通过非侵入式实现业

务软件不修改下，实现请求成功率、时延的端到端监控：

 » 对IO请求的系统调用进行埋点，感知系统IO请求的质

量，并且关联到对应的业务进程。精细监控IO质量、精准

关联业务影响。

 » 对网络socket进行埋点，感知对端网络慢、丢包情况。

 » 对业务进程进行埋点和协议解析，通过非侵入式方式，

在不修改业务源码的情况下，对业务请求进行SLI指标监

控，感知业务隐患。

通过epbf技术采集，并且将数据和故障关联。数据统

一入湖治理，作为故障定位和智能分析的数据来源。

容器

语音运行时/中间件/基础软件

Application

A-Ops：面向基础软件的low level观测

libc

系统调用

VFS Socket 内存管理 调度管理

文件系统 TCP UDP SWAP Page Iask Cgroup

BIO TC 缓存管理 Sched

SCSI Driver 内存分配/回收 中断/时钟

SSD/HDD/.. NIC DRAM ARM/X86

 ①

 ②

 ③

 ④

 ⑨

Page缓存 ⑤

磁盘IO问题 ⑤～⑧ 内存类问题 ④、⑬～⑰

网络类问题 ①、③、⑨～⑫

调度类问题 ②、⑱～⑳

安全类问题 •  ①、②

⑩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⑥

⑦

⑧

deamon

BM/VM/Container/Serverless

native
probes

ebpf
probes

shell
probes

java
probes

python
probes

probes

...

探针框架特点：

A-Ops运行架构

·支持VM/Container

·支持原生/三方探针，且三方探针无开发语言限制，零修改配套

·支持eBPF探针开发框架，实现全场景eBPF观测

·模块化设计，探针可插拔

·支持promecheus、kafka、OpenTelemetry等生态

ingress

egress

web server Prometheus

kafka

OpenTelemetry

Kafa agent

openTelem
etry cpp

conf
cache

DB

技术创新
Technology innovation



43

二、通过九州平台构建站点数字化数据能力，助力

快速恢复
九州平台构建站点数字化数据能力，包含空间数据、时序

数据、运维作业数据等，消除数据断裂点，建立基于图的

站点空间数据关系，叠加时序数据、运维作业数据，形成

运维知识图谱，释放数据价值，助力故障快速定位定界

场景；

空间数据：通过提供华为云站点三类空间数据（租户

资源拓扑、网络流量路径与服务架构依赖），提供从租户

资源实例、物理网络到基础设施风火水电等全局视野，支

撑快速识别服务影响与租户影响范围；

知识图谱：基于以上空间数据，结合告警、变更、监控

与事件等核心运维数据，通过整合整理，再提取出故障线

索，形成发现即定界能力，提升黑盒和自愈恢复触达效率；

三、通过网络大脑构建网络链路的资源关联能力。
网络传输经过哪些交换机，涉及数据中心的网络路由配

置，是网络问题定位的关键。

华为云通过网络拓扑配置、设备配置信息等数据对

链路通信路径进行推演、还原。在指定源和目的信息时，

快速关联通信链路涉及的网元设备，包括物理网络路由

器和虚拟网络网关组件。

四、结合监控、日志、和埋点调用链和拓扑数据构

建多元数据推理模型，智能检测根因
在获得拓扑和设备的日志、KPI、告警、调用链等异常数据

后，根因分析引擎通过历史故障的模式匹配来充分利用历

史经验提升准确率、图表征神经网络推理实现了多维异

质数据的融合分析，加强了结果的可信。

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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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云通过资源的秒级监控、A-Ops平台的埋点技术、九

州平台与网络大脑实现PaaS层服务快速感知底层磁盘隐

患和网络隐患的请求级别监控，通过持续的迭代，优化

算法和融入专家经验，实现磁盘类、网路类故障准确率从

60%到90%+的提升。

整体方案总结

网络大脑根因分析引擎

Logs
Alarm

Metrics
MTS

Latency、Loss

Causal
Conv

Causal
Conv

Cated
Fusion

Topo Graph

CAT

Status

CNB:
Root Cause 

Localizer

Representation

Intensity Vectors

Hawkes

Parse
FC

Topo

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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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用架构之：
容灾多活方案

当前很多业务超速增长，架构更迭速度日益加快，业务系统稳定性诉求对容灾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本文主要

介绍华为云多活高可用技术基础内容，包含华为云方案思路方法论及相关服务化产品等。

摘要

郑学强

当前很多业务超速增长，架构更迭速度日益加快，很多to 

B、to C业务对业务连续性要求很高，每一次故障对收入、

品牌等造成直接负面影响，业务系统稳定性诉求对容灾能

力提出更高要求。

背景趋势

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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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活分区 多活分区咨询，容灾演练，迁移…

服务层

管理层

流量入口

应用开发，部署

DB，配置，文件

计算存储网络

仲裁中心 流量治理 探活 切换 仲裁中心 流量治理 探活 切换

API Gateway DNS CDN

APP APP APP

SDK

VM VM VM 容器 容器

基础设施

……RedisMysql

API Gateway DNS CDN

APP APP APP

SDK

VM VM VM 容器 容器

基础设施

……RedisMysql

存储 存储

接入层

应用层

数据层

IssS层

云专线

应用多活架构需要在不同维度，不同层级的共同协作下完

成，每个层级所关注的内容都存在差异，这里把整个多活

能力分为几个理论层级，分别是：服务层、管理层、接入层、

应用层、数据层、IaaS层，每个层级都需要满足不同的高

可用的多活场景和能力。

 » 服务层：通过基于流程和服务的不断的容灾演练、迁移

演练等方式加强自身对故障和灾难的容错能力。

 » 管理层：指管理控制层，实现仲裁中心，探活，业务切

换，流量治理等关键动作。

 » 接入层：接入层是业务多活的核心入口，是整个多活业

务开放的汇聚点。

 » 应用层：包含应用管理、微服务组件、消息组件等部分，

涵盖了应用多活的端到端生命周期管理。

 » 数据层：数据层涵盖业务应用数据读写、数据存储、数

据同步、数据备份等关键动作。

 » IaaS层：包括计算、存储、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多活规范，

包括跨云、跨异构场景的底层资源管理。

核心价值

分层架构

应用多活是以应用为中心的云原生容灾架构，确保当灾

难发生时可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业务流量切换，尽可能减

少灾难带来的损失，有效保障业务系统持续稳定运行。已

成为业界明确趋势。多活高可用方案解决不同维度，如

业务、数据、机房、数据中心故障等的带来的影响，并通

过容灾能力提高业务的连续性。提供业务峰值负载分担，

相比传统的灾备系统，应用多活解决了资源的可复用问

题，通过动态的流量调控，快速弹性和扩容，保障业务可

靠性。

 » 业务连续性：不同于容灾，实时流量分摊，故障快速

切换。

 » 水平可扩展：为业务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支撑，在同城多

活场景下做了流量权重划分。 

 » 流量隔离：灵活调度流量，相互隔离，可以实现业务的

不断创新和试验田。

 » 降本增效：多活相比传统容灾提供了更优秀的流量分发

机制，不需要承载太多的冗余成本，提高了统一的资源利

用率。同时降低成本。

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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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理层技术要求

描述：指管理控制层，实现仲裁中心、探活、业务切换、流

量治理等关键动作。

1.1 仲裁服务

描述：仲裁服务是分布式部署的，可检测生产、容灾站点

的健康状态，用于为多活服务管理组件判断故障内容。仲

裁服务在IaaS层、应用层、数据层都存在，仲裁可以理解

为第三站点对主站点进行仲裁，判断站点的链路是否正常，

从而实现站点级自动切换触发条件。

1.2 状态监控与异常处理

描述：提供机房、网络状态监控信息，通过“内网连接是

否正常、服务发现中心是否可写入”来判断机房状态，发现

故障，并自动处理故障。当机房状态发生变更时，通过服

务发现中心通知所有业务节点或中间件。

1.3 配置管理中心

描述：多活系统需要有统一的配置管理中心，用于同步多

个分区间的配置，通过配置可以快速被多个分区订阅。

2、接入层技术要求

描述：接入层是业务多活的核心入口，是整个多活业务开

放的汇聚点。

2.1 接入网关

描述：接入网关作为业务流量打入机房的第一跳，负责应

用多活入口流量的识别和分发，具备机房路由和应用路由

两个核心能力。

2.1.1 机房路由

描述：支持比例分流及路由纠错能力，即支持根据一定的

比例规则，将流量分流到不同机房；支持从流量请求中提

取携带的业务标识，并根据一定的路由规则，将流量路由

纠错到正确的机房。

2.1.2 应用路由

描述：支持根据流量属性按照一定映射规则，将流量路由

到不同的后端应用。

2.1.3 应用层技术要求

多活的业务服务需要遵从无状态设计要求，支持业务处

理逻辑和状态数据分离，所有状态数据都保存到分布式

缓存或数据库，业务处理进程分布式、无状态，支持按需

使用、自动水平伸缩，实例快速启动。

3、数据层技术要求

描述：数据层涵盖业务应用数据读写、数据存储和数据同步。

3.1 数据同步

描述：支持将数据异步复制到其他机房，以便实现数据的

冗余备份，保障故障场景数据不丢失和极端场景数据少

丢失。

3.2 通过统一封装的消息SDK进行数据访问

描述：提供标准的SDK能力屏蔽数据库或者中间件的异构

场景，支持业务最小化修改。

3.3 数据源切换

描述：在同城场景，多机房内的应用均读写单数据库集群

的情况下，支持单集群发生故障时能够将应用访问连接的

数据源切换到另一个备数据库集群。

华为云多活高可用技术基础内容如上，包含华为云方案思

路方法论及相关服务化产品。多活高可用方案属于有一定

应用侵入的方案，实际落地的时候，架构师要考虑不同的

业务现状，包括涉及技术栈、业务时延敏感度、数据一致

性要求，甚至有状态中间件、应用单元化、秒级切换等各

类诉求，综合各类方案优缺点，整体评估决策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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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确定性运维体系，华为云帮助企业上好云、管好云、

用好云，对故障和风险可防、可控、可治，实现业务和

应用的安全稳定运行，加速云上数字创新。



49

告警优化的
三招六式

SRE工程师的重要工作之一是通过构建智能运维平台，结合专家经验，对告警实现精准降维打击，减少99%

的无效告警、手工重复工作。在海量告警的场景下，告警处理的极简智能不仅可以提升SRE人均运维效率，更

可以提升工作幸福感。

摘要

黄 城

随着业务量持续增长，软件架构不断演进和重构，功能特

性和性能目标也经常变化。告警由各种复杂的黑盒、白盒

的监控信息与判断条件交叉组成，会随着业务的演进一

起变化。某个低频告警可能随时变成一个高频告警，需要

SRE工程师快速制定临时应对措施，并且同步寻找根因以

便彻底解决问题。

伴随着华为云的规模增长，告警也在规模增长，每天

都有成千上万的告警等待Oncall处理，为降低海量告警带

来的副作用，我们经过艰苦卓绝的优化实践，减少了99%

的无效告警。经验总结如下：

一、告警过多的危害

1、Oncall压力过大，每天工单量>10，每小时都会触发不影

响业务的告警，会影响个人工作效率，影响团队稳定性。

2、“狼来了”效应，会导致Oncall忽略真正影响业务

的告警。

3、告警对监控系统和业务系统存在性能压力，需要设

置Cgroup限制CPU和内存的使用配额。当告警过多时，会

导致OOM或者CPU超限，引起告警进程被kill等系列问题。

二、告警优化的责任方

SRE工程师是告警秩序的管理者，使复杂告警简单化、通

俗化，给Oncall输出简单、准确、有效、可处理的告警。

三、告警优化的三招六式

分析告警要从小的角度出发，把少量的告警信息抽象化，

找出其中的本质，找出告警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这样容易入手。这几个矛盾解决了，松开了复杂的信息，又

会出现另外的复杂交叉聚合，以此方法依次解开，逐步就

理顺了告警。

第一招：巴莱多定律，即2/8法则
在任何一组东西中，最重要的只占其中一小部分，约20%，

其余80%尽管是多数，却是次要的，因此又称二八定律。

如果所有告警都同等紧急，就意味着他们也同等不紧

急。华为云部分服务存在紧急告警占比较大情况，紧急告

警与非紧急告警的比例需符合2/8法则。

业务提升
business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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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招：充分必要条件
告警应该是故障的充要条件，即告警后能推出故障，故障

后能推出告警。华为云存在大量告警无法推出故障，只能

从故障推出告警，相关人员以此免于被问责和处罚，是一

种“政治正确”。

第三招：告警优化哲学
 » 每个紧急告警都应该是可以具体操作的；

 » 如果紧急告警不需要立即执行该操作，可以等到第二天

早上再执行，那它就不应该成为紧急告警；

 » 每个紧急告警的恢复都应该需要智力分析，如果某个告

警只是需要一个固定的机械动作，那它就不应该成为紧急

告警；

 » 处理一个告警仅需要固定的机械动作，那么这个动作

应该被安全地自动化执行；

 » 处理告警的操作如果只具备短期效果，那么还要考虑

长期方案；

 » 如果SRE存在忽略告警的情况，说明这个告警与故障之

间无必然关联，需寻找其它告警做聚合分析。

第一式：（告警）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我是谁：要清晰了解每一个监控的逻辑，通过分析监控代

码，分析告警表达式的与、或、非逻辑判断代码输出，画出

告警逻辑图； 

·状态：未执行检查

·触发告警：否

·可能原因：节点未部署服务，可能是扩容新下发的虚拟机

·状态：数据库连通性检查成功

·触发告警：否

·可能原因：到数据库网络正常

·状态：数据库浮动IP连通性检查失败

·触发告警：是

·可能原因：1.配置文件异常；2.到数据库防火墙未打开

·解决思路：1.ji安插配置文件内容是否正常；2.在其它节点尝试检查,

如果成功，则本机网络问题。。。

Curl失败

（返回7或28）

判断路径存在

超过10K

$db_str

$Nova_str

$Cinder_str

$Neutron_str

$nova_domain

$Cinder_domain

获取IAM/CBC地址配置

:XXX/cloud/XXX/xxx.properties

告警表达式：

Critical：

{metric=ECS.指标名@检查项.检查值1:value.last(0)}=1||

{metric=ECS.指标名@检查项.检查值2:value.last(0)}>1||

{metric=ECS.指标名@检查项.检查值3:value.last(0)}=1

Curl检查DB连通性

dig解析域名IP

Curl检查Endpoint连通性

从日志文件查询HTTP请求返回码大于500的

数量：/opt/cloud/logs/taskmgr/inter-

face/interface.log

默认值：

connectivity=2

DNS_regult=2

Error5XX_Count=0

写入日志

/tmp/dns_query.log

检查日志文件大小

清空日志

检查Nova连通性

检查Cinder连通性

检查Neutron连通性

检查VPC连通性

配置路径:

XXX/cloud/XXX

DNS检查日志:

/tmp/XXX.log

直接清空

不备份!

参数：$xxx_domain $xxx_str $logfile

conn函数（执行连通性检查）

Curl失败

（返回码7或28）

判断域名

格式合法性

解析失败

·状态：域名解析不成功

·触发告警：是

·可能原因：DNS服务器异常或到DNS服务器网络问题

·解决思路：1）重试解析，如果重试成功则可能是DNS服务临

时故障或网络抖动；2）再其他节点上尝试解析对比；3）使用

其他DNS服务器尝试；4）联系DNS服务确认问题可用性。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Connectivity=1

Xxx,Error_xx_count=0

Connectivity_regult=2

Xxx,Error_xx_count=0

Connectivity=0

Xxx,Error_xx_count=0

module=XXX, dns_regult=2, 

connectivity_regult=2, 

Error5XX_Count=0

module=XXX, dns_regult=2, 

connectivity_regult=2, 

Error5XX_Count=0

module=XXX, dns_regult=2, 

connectivity_regult=2, 

Error5XX_Count=0

·状态：域名格式有误，cur1检查端口连通性失败

·触发告警：是

·可能原因：1）配置文件异常或监控脚本获取域名异常；2）到

目标的防火墙未打通或网络问题；3）目标服务暂不可用。

·解决思路：1）确定是否是区域网络问题；2）检查配置文件内

容是否正常；3）在其他节点尝试检查，如果成功，则是本机

网络问题；4）如果没有区域网络故障，所有节点均异常，则

可能是目标服务异常，联系对应服务确认

·状态：域名格式有误，cur1检查端口连通性成功

·触发告警：根据是否有5XX错误决定是否触发告警

·可能原因：1）配置文件异常或监控脚本获取域名异常；

2）出现5XX可能是目标服务异常。

·解决思路：1）检查配置文件内容是否正常；2）5XX需要重试，

如仍有问题需要联系对应服务确认；5XX根因需要结合日志与对

应服务确认

业务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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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哪里来：告警的来源系统和传递路径要清晰了解；

APIG请求

页面请求

其他业务日志

监控平台部署监控基线

中间件平台

网络黑盒监控工具开发指标

产品相关告警

生成网络黑盒告警

产品相关告警 服务管理平台

实例异常判断告警（产品告警）

API日志
在监控平台

配置监控/告警
页面日志

对接日志平台 生成清洗后的日志数据集

监控平台部署模板 监控平台指标/告警

原始告警

汇聚告警

实例异常判断条件 租户实例异常判断工具 生成数据面异常占比告警

告警统一上报

云监控告警平台

or

第二式：集群/主备形态的告警优化建议
云服务虚拟机一般都是集群/主备形态，理论上单点故障

不会引起集群故障，大部分告警可以通过软件工程+系统

工程方法自愈。

 » 首先应针对集群业务功能点做黑盒监控，生成紧急告

警，确保先于用户发现问题；

 » 其次将白盒监控告警降级到重要或者提示，降低Oncall

并发处理压力；

 » 最后利用故障自愈平台，针对确定性告警做确定性自动

分析、自动恢复、自动关单措施。

第三式：利用SRE智能运维平台进行告警降量
华为云SRE构建的智能运维平台，可以从闪断、震荡、汇聚、

相关性分析、自动屏蔽等多个维度对告警进行优化降量，

从而减少单位时间内海量重复告警，避免了对SRE的干扰。

 » 闪断告警：如果一告警源的同一告警产生时间与清除

时间的间隔小于指定时间，则该告警称为闪断告警，该时

间段称为闪断周期。

 » 振荡告警：指定时间内，同一告警源的同一告警交替产

生/恢复的次数（产生并恢复统计为1次）大于指定值时，

则称该告警为振荡告警。

告警源产生的告警 告警源产生的告警

实际上报的告警

上报恢复告警

上报告警

上报恢复告警

上报告警

T T

闪断抑制后上报的告警

业务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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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汇聚告警：指定时间内，同一条件（4要素）产生的告警

次数大于指定值时，则可以汇聚；4要素信息有16种组合，

其中4种可以通过汇聚降量，1种可以优化监控降量，2种需

要结合自愈分析降量，其它组合可以根据需求开发能力。

 » 告警触发次数：在服务依赖复杂情况下，经常有连锁反

应导致监控异常，而业务却是正常态。适当增加告警触发

次数为连续2-5次，可以有效降低告警误告率。

 » 告警自动屏蔽：指定时间内，指定条件产生的告警，根

据规则被屏蔽。SRE不会关注被屏蔽的告警，屏蔽后的告

警将不在“当前告警”或“事件列表”中显示。自动屏蔽一

般只屏蔽白盒告警，不屏蔽黑盒告警，用于减少变更导致

的确定性告警。

 » 告警自动清除：不能自动恢复的告警，需要手工清除。建

议在告警恢复后，系统发送告警清除通知到监控平台，实

现告警自动清除，减少手工重复工作。

第四式：周边服务/组件连通性告警化建议
典型的不确定性告警，在服务链很长的情况下，根据SRE

云服务分权分域标准，通常有以下几类问题：

 » 对其它服务不具备可操作性；

 » 依赖链条很长，无法独立快速定位其它服务故障根因；

 » 无法完全确定自身服务功能异常点范围；

因此，针对上述问题，需要通过确定性动作优化。通过对

告警审视，选择如下告警优化措施：

 » 升级到War Room告警，通过短时间投入各服务SRE人

员定位根因，解决风险；

 » 告警触发敏感度调低，可以增大告警失败次数、超时时

长、容量阈值；

 » 降级到次要/提示，作为故障的辅助判断依据。

第五式：过载类告警优化建议
总体思路：通过闪断+汇聚+监控脚本优化解决短期问题，

通过自动扩容+产品优化解决长期问题。

 » CPU利用率告警：CPU是可挤压类资源，通常认为CPU利

用率告警本身无法处理，要处理引起该告警的进程代码问

题，或者通过纵向扩容、横向扩容解决问题。

 » 内存利用率告警：内存在极端情况下OOM会引起OS的

reboot。如果内存不是随时间线性增长，可以考虑横向扩

容、纵向扩容。华为云部分服务的内存随时间线性增长，

并且无法短期内解决，可以分时分批逐个重启进程释放内

存，保护OS不重启。在集群模式下，可以做到不影响业务，

并且做到自动化处理。

业务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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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 Region 云服务 IP 告警 优化规则 情形描述

情况1 √ √ √ √ 汇聚-按IP汇聚 进程每隔1-2小时挂一次，节点异常告警 

情况2 √ √ √ X 汇聚-按服务汇聚-IP地址 支持相同IP的不同告警进行汇聚 

情况3 √ √ X √ 汇聚-按服务汇聚-云服务 支持不同IP的相同告警进行汇聚 

情况4 √ √ X X 汇聚-按服务汇聚-云服务 不支持，需要规划上线 

情况5 √ X √ √ 优化监控，避免重复 多个团队共同看护，不同服务重复告警 

情况6 √ X √ X 　 黑盒拨测告警 

情况7 √ X X √ 
需要结合故障自愈平台做自动分析 物理节点故障情形，有多个云服务，不同告警 

情况8 √ X X X 

情况9 X √ √ √ 

1、告警平台可以汇聚

2、为减少误汇聚风险，目前禁止汇聚不同

Region的告警，并非能力不足 

拨测工具执行机故障场景 

情况10 X √ √ X 

情况11 X √ X √ 拨测工具服务端故障场景 

情况12 X √ X X 不支持 

情况13 X X √ √ 

物理网络中断场景 情况14 X X √ X 

情况15 X X X √ 

情况16 X X X X 不做汇聚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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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磁盘利用率、网络IO超限告警：分析告警频率、业务行

为、故障影响等因素。如引起业务异常，需要考虑扩容网络

带宽、更换高IO磁盘、针对单租户/IP/实例进行Qos限流等

措施。如业务无影响，并且无法扩容网络带宽及换盘，可以

考虑做告警闪断规则解决尖峰问题。

第六式：从告警处理人的角度分析，哪些告警可以

被优化
SRE专家需要定期分析Oncall团队的工作量及告警工单

回填情况，结合告警优化的三招六式，使用项目管理工具，

结合质量管理理念，做好团队告警优化工作。

如果有以下几类情况，告警是可以优化的：

 » 平均每天每个oncall处理告警超过10单；

 » 查看告警的维护经验不存在；

 » 查看告警回填信息，该告警没有经过Oncall智力分析

（例如已知问题修复中、告警自动恢复、历史告警自动清

除等）；

 » 告警不是自己服务的问题，无法处理；

 » 告警操作是重复机械的；

 » 没有用户报障，并且判断告警对业务没有影响；

 » 已经有黑盒拨测紧急告警替代，告警意图重复；

 » 告警无法处理，找最牛的技术专家，SRE和产品开发都

无法处理该告警。

SRE工程师的重要工作之一是通过构建智能运维平台，结

合专家经验，对告警实现精准降维打击，减少99%的无效

告警、手工重复工作。在海量告警的场景下，告警处理的

极简智能不仅可以提升SRE人均运维效率，更可以提升工

作幸福感。

参考文献：《SRE：Google运维解密》[美] Bet sy 

Beyer（贝特西•拜尔），Chris Jones，Jennifer Petoff，Niall 

Murphy等著，孙宇聪译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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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23日至24日，由华为云打造的“SRE确定性运维

专家培训”首班在厦门圆满交付，来自福建的优秀企业代

表50余人参与了该次培训。

“SRE确定性运维”系列培训课程，是华为云SRE多年

的技术沉淀和实践总结。其中“SRE确定性运维专家培训

课程”是在“SRE角色认知培训”基础上进行的课程内容丰

富升级。“SRE角色认知培训”已在华为云内部完成10+期，

覆盖了东莞、深圳、杭州、西安以及匈牙利、墨西哥等国内

外业务团队1000+人。

课堂反馈

SRE确定性运维专家培训首班现场反响热烈，学员表示收

获颇多，为课程打出了95%以上的满意度。在课程内容上，

对系统高可用（云上架构）、现网可用性（容灾演练）两门留

下最深刻印象。现场客户想通过本课程，了解华为云的SRE

理论和运维流程，同时比较关注华为云实际运维案例，想了

解案例详情，并通过案例对自己公司业务的运维带来一些

启发性的思考。

“SRE确定性运维
专家培训”学员反馈分析

SRE确定性运维专家培训课程满足企业数字化运维人才转型需求，通过培训结合实践等

多种方式，建立起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持续为行业输出数字化专业人才。

摘要

汪庆愿

SRE确定性运维专家培训首班•厦门站    —— 来源：福建云业务部

业务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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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今天的课程分享，您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吗？

3、您对以下哪个技术栈还想继续深入了解？

1、您对本次培训的满意度如何？

一般

满意

非常
满意

选项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数量

18

22

2

0

占比

42.9%

52.4%

4.8%

0%

整体运维
解决方案

70

60

50

40

30

20

10

0

开源运维
工具

华为云
灾备方案

以上都
不感兴趣

选项

整体运维解决方案

华为云上运维工具

开源运维工具

多云异构部署

华为云灾备方案

运维流程体系

以上都不感兴趣

数量

28

15

17

18

18

26

0

占比

66.7%

35.7%

40.5%

42.9%

42.9%

61.9%

0%

选项

想要获得更多技术支持

想要了解更多华为云运维的成功案例

想要参与更多的线上、线下活动

其他

数量

17

30

14

1

占比

40.5%

71.4%

33.3%

2.4%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40.5

71.4

33.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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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学员关注的内容：

 » 获取更多华为云实际帮助云上租户构建运维体系的案例；

 » 获取更多华为云CloudScope平台相关知识；

 » 多些案例分析，以及体系建设方法论；

 » 希望增加流程，理念类的培训，减少具体产品介绍的比重；

 » 流程架构和样例可以多讲一些，产品放到样例场景中去；

 » 企业面向SRE转型，在不同阶段，侧重点是什么；

 » 其他：CMDB构建经验、多云混合云、不同成本下架构方案设计、SLO华为经验等。

4、您对本次课程当中的哪些运维工具比较感兴趣?

5、本次培训中的哪门课程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6、您认为本次培训中的哪门课程可以加长培训时间？

60

50

40

30

20

10

0

59.5
选项

华为云运维工具建设理念

AOM及APM

第三方运维工具及产品

开源运维工具

其他产品

数量

25

16

15

22

2

占比

59.5%

38.1%

35.7%

52.4%

4.8%

38.1 35.7

4.8

52.4

70

60

50

40

30

20

10

0

50.0

选项

角色认知类课程

流程体系类课程

运维软件工程化及运维工具类课程

系统高可用（云上架构）类课程

现网可用性（容灾演练）类课程 

数量

21

23

19

29

24

占比

50.0%

54.8%

45.2%

69.0%

57.1%

54.8
45.2

57.1

69.0

选项

角色认知类课程

流程体系类课程

运维软件工程化及运维工具类课程

系统高可用（云上架构）类课程

现网可用性（容灾演练）类课程

不需要加长时间，所有课程的时间安排都合理 

数量

7

14

14

16

13

5

占比

16.7%

33.3%

33.3%

38.1%

31.0%

11.9%

40

30

20

10

0

16.7

33.3 33.3
38.1

31.0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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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互动

《SRE确定性运维专家培训》培训课程采用理论+案例实战的方式，深度解读国内外SRE实践的

发展和未来发展方向，为学员提供了实践、方法和工具，帮助建立确定性运维能力的模型，通过

全面的质量管理，在现网实现确定性故障率、确定性恢复时长和确定性影响范围。

通过这项培训课程，让更多的企业负责人和运维工程师，了解到如何进行SRE确定性运维流

程的体系构建和优化，以及学习如何构建与提升软件工程能力的关键方法。最后通过了解在系

统高可用性设计方面的知识，以赋能企业云上运维，助推企业全面拥抱云，使能云上创新。

“SRE确定性运维”系列培训课程高研班已经上线，主要针对企业高管，对企业上云和用云

带来的管理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未来，华为云SRE还将为更多企业提供多元化的培训服务，联合

华为云的师资力量，与更多的优秀专家和运维工程师一起，为数字经济发展添砖加瓦。

扫描二维码

了解更多详情

SRE确定性运维专家培训首班•厦门站现场互动    —— 来源：福建云业务部

本次培训课程采用理论+案例讨论的方式进行，并把现场人员进行分组，形成团队。在老师的引导下，学员们在各个课程

模块讨论中充分发挥各组的集体智慧，一起进行思维的碰撞。

业务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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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经验即服务：
护航游戏业务上云用云

游戏云端部署已经成为行业重要趋势，华为云帮助游戏企业实现业务的快速部署、优良网络覆盖、弹性扩展、

安全防护、高效运营和运维。同时在游戏上云用云的稳定性上，通过测试活动提前检测、发现并解决问题，保

障游戏体验和快速恢复，实现客户轻松上云和用云。

摘要

顾 晶

架构形态 数据库 弹性资源* 可靠性 典型游戏分类

集中部署

跨区同服

所有游戏大厅逻辑和游戏战斗服都部

署在同一个物理区域，只有一套数据

库，最高同时在线人数（PCU）高，读写

压力大。

集中部署，扩缩容频繁，不停机

场景下，要考虑扩缩容对全局的

影响。

任一服务器进程出现异常，问题模

块的压力由同功能模块的其他进程

承接，可能出现雪崩现象。

卡牌类游戏、塔防竞技、战术

策略、休闲舞蹈等

分布部署

分区分服

游戏大厅逻辑服部署在一个物理区域，

战斗服集群分别部署在不同物理区域，

存在多套数据库，最高同时在线人数

（PCU）较低，读写压力小。

分布式部署，各服自治，扩缩容

场景较少，且单一服扩缩容对其

他服影响较小。

服与服之间天然隔离，影响较小。
第一人称射击类、多人在线战

术竞技类

游戏产业是一个稳定、高速增长的产业，未来精品化、云化

是华为云对游戏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面对玩家日益高要

求的游戏体验和行业差异化竞争，测试活动持续护航游戏

厂商上云用云质量，在复杂多变的应用场景中抽象出测试

技术栈，基于系统分析（明确业务流和业务链路）→测试设

计（确定技术栈和业务系统关键指标项）→测试执行和结

果评估（构建测试场景，观测业务系统行为，分析系统瓶颈

并评估）的测试理念，让业务“上的快、跑的稳、用的爽”。

1、系统分析→测试设计

游戏主要业务流一般是玩家访问登录服进行鉴权认证后，

与游戏服建立直连链路。游戏进行时，玩家访问游戏服的

弹性云服务器，游戏数据通过弹性云服务器写入后端数据

库。调研游戏主业务流和典型游戏分类，游戏部署架构主

要有集中部署和分布部署两大类，其主要特征如下：

业务提升
business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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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资源，还需放大到整个游戏生命周期。初期：玩家增量

峰值期间保稳定，弹性扩容场景较为集中；中期：玩家数量

基本稳定，平衡运营成本和系统稳定性，会通过滚服与合

服进行资源的重复利用，实例规格升级场景较多；后期：降

成本，以实例规格降级场景为主。针对此类组件需要核实

客户业务系统的最大资源量，进行容量压力测试。

游戏应用本身，也具有计算量大、网络稳定，时延敏感等行

业属性。面对游戏应用日益精细的建模和渲染效果、丰富

的创新玩法，促使游戏厂商对基础设施层有了更高的要求，

更加关注业务性能和资源性能两大指标：

所以，基于游戏行业特征，划定测试范围，找到靶心，

设计有针对性的场景用例变得尤为重要。

瞄准新游戏上线首日易爆服场景，开展全链路测试、接口

压力测试。

游戏上线前，通常会有预约宣传和渠道引流，玩家数量无

法准确预测，上线首日容易出现游戏服爆满或者性能压力

过大，进而导致游戏服崩溃的现象。

针对大型活动或者促销前期，为支撑业务突发流量，

保证业务不受损，华为云计算团队需要联合客户对资源容

量进行预测，核实监控告警能力，针对服务过载控制和弹

性扩容能力进行场景化测试设计及预验证。

构建仿真测试模型极具意义。部分游戏组件具有业务

敏感的特征，如流量峰值、峰谷波动剧烈，TPS与流量整体

呈规律激增态势，比如周末节假日、工作日12:00-14:00和

20:00-22:00通常是游戏业务的流量高峰。对追求CPU单

核性能及稳定性的游戏组件，推荐使用通用计算增强型实

例规格，来满足业务对计算网络性能和稳定性的较高要求。

使用云性能测试服务（CPTS）为应用接口、链路提供

性能测试服务，可以方便快捷地模拟用户行为，构造出符

合真实压力模型的压力任务，通过接口压力测试，瞄准业

务性能和系统性能指标，考察游戏业务在高峰，过载场景

下的系统韧性和健壮性，寻找云上系统的性能瓶颈，评估

是否满足客户当前及未来的高峰业务容量。

业务性能指标
•  吞吐量（PV）、吞吐率（TPS等）        •  响应时间（RT）/应用响应时间（ART）

•  事务成功率                                     •  稳定波动正常范围

资源性能指标 •  CPU、内存、磁盘、网络带宽等。

2、测试设计→测试执行和结果评估

CPTS执行机

ELB

游戏服务器

RDSRedis

业务提升
business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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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 自动伸缩策略

新游戏上线 动态：基于云监控系统告警数据，自动增加、减少或设置指定数量的云服务器

每日高峰低谷 周期：配置周期（按天/周/月），周期性地增加、减少或设置指定数量的云服务器

游戏活动开始结束 定时：基于配置的某个时间点，自动增加、减少或设置指定数量的云服务器

面向游戏全生命周期场景，开展游戏服弹性部署精准测试。

模拟游戏厂商运营运维行为，设计针对游戏服弹性部署

场景的测试用例，开启多种策略配置（定时、周期、动态），

自动增加和减少弹性云服务器，自动将新增加的弹性云

服务器添加至负载均衡监听器中，自动检测实例运行状况，

移除不健康实例并启用新实例。

以客户用云生命周期为线索，践行测试经验即服务。

伴随越来越多的客户选择华为云全球基础设施能力，客户

对于云资源在极限场景下的可用性，超过设计容量时云服

务的过载能力等诉求日益迫切，如何快速验证度量，尽早

排除系统风险成了主要诉求，未来华为云测试团队携手行

业，逐步开放测试专业能力，提供更多压测演练、业务流

量画像等测试经验，使能客户，共同为系统稳定运行和业

务增长持续护航。

3、下一站

业务提升
business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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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E确定性运维专家培训》是由华为云SRE基于多年的技术沉淀和实

践总结打造而成，从SRE角色认知入手，针对确定性运维体系构建的启发

课程。强调软件和系统工程能力，从”消防员”到”建筑师”的蜕变，主导

系统高可用架构设计及动态清零风控能力的构建和执行，并构筑智能运

维平台，将数字化带来的风险通过运维技术变得可防、可控、可治。

——《SRE确定性运维专家培训服务》

SRE确定性运维

培训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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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运维@
华为云联创营Q3大事件

 武汉站
7月22日

北京站
8月5日

厦门站
9月17日

上海站
9月4日

2022年Q3，华为云SRE与华为云联创营在全国各地共同举办了多场运维沙龙，与知名

企业技术精英相聚一起，围绕确定性运维解决方案、云上运维治理、云上安全、容灾

备份、智能运维算法落地思考、云上运维架构创新与实践、SRE运维课程培训等议题

进行思维碰撞与实践探索，为企业在数字化经济下面临的云上运维新挑战提供解决

方案，助力企业用好云、管好云，全面提升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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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交流图

华为云北京总经理李亚为发表致辞

2022年7月22日武汉站
来源：湖北云业务部 、咸宁日报

华为云邀请26家知名企业技术负责人与华为云技术专家共同探讨，围绕云技术架构规划、云上安全、容灾备份、运维管

理、SRE确定性运维体系等优秀实践经验进行分享与探讨，以便更好地帮助企业用好云，管好云，提升云效能。

灾容备份提供数据保护，立体化运维系统保障应用稳定运行
华为云解决方案架构师从云上容灾场景、华为云容灾备份最佳实践等方面进行了分享：华为云构建了多云、跨云的容灾系

统，在云上容灾方面，支持同城容灾、异地容灾，可提供跨可用区RPO="0"、分钟级RTO的虚拟机级容灾保护，满足6级灾

难恢复标准。除此之外，华为云构建了一套完整的面向云上应用的立体化运维系统，全新AOM2.0提供应用资源管理、可

观测性分析和变更管理一站式运维平台，保障云上应用持续稳定运行。

2022年8月5日北京站
来源：北京云业务部、中国网科学

华为云北京总经理李亚为开场致辞：在“一切皆服务”的战略

下，华为云希望将积累的综合治理经验开放出来，更好地帮助

企业用好云、管好云、提升云效能。同时还通过与消费者云的

协同，发挥华为云独有的云、网、边、端产业布局和协同优势，

满足越来越多客户对一站式服务和业务全流程贯通的需求。

精彩片段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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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游游戏运维安全总监邹轶现场分享

运维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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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云业务部解决方案部长刘静发布“京云先锋”

途游游戏运维安全总监邹轶关于深入洞察行业发展痛点，

打造确定性运维方案分享：途游通过结合ITIL，云服务和

SRE工程方法，构建了具有途游特色的服务体系。同时，途

游围绕方法、人才结构、组织能力、工具结构持续进行转

型探索，并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增长闭环。

华为云SRE运维使能中心总监林华鼎进行“华为云SRE确

定性运维实践”分享：确定性运维通过高质量的产品开发，

严谨的运维流程和制度降低故障的概率，来挑战零故障，

同时也有技术手段对可能发生的故障，将间隔、影响范围

及故障恢复时间做到可防、可控、可治，最终把云化带来

的不确定性，通过运维变成确定性。在此背后，华为云打

造了确定性高可用架构、动态清零风控方法和低复杂度运

维框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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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云业务部解决方案部长刘静发布“京云先锋”，她表

示，北京京云先锋将打造成为北京区域内企业用户上云、

用云的最佳分享交流平台，向成员开放提供技术协助、新

产品体验、联合运营等一系列权益，助推企业全面拥抱云，

使能云上创新。

2022年9月4日上海站
来源：上海云业务部、

华为云中国区公众号

2022年9月4日，华为云携手Bilibili，围

绕智能运维算法落地思考、华为云

SRE运维体系实践、云上运维架构创

新与实践、企业云上容灾备份实践等

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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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探确定性运维解决方案和综合治

理能力。

此次研讨中，Bilibili技术总监毛

剑、华为云SRE部部长安宇、上海云业

务部CTO方磊、Bilibili技术专家武安

闯以及华为云技术专家就各议题进

行技术优化实践分享，为企业制定高

可用业务系统的治理方案带来启发。

开场致辞嘉宾   

毛 剑
Bilibili技术总监

安 宇
华为云SRE部部长

方 磊
上海云业务部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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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图高级技术总监王关胜开场致辞：“技术只有在持续探

讨中才能取得长足进步。美图在2019年便实现了全量上

华为云，积累了不少基于云上运维治理的经验，希望通过

联创营这个技术交流的平台，能与厦门企业实现更多互动，

共同探索长效运维新思路，这也是美图与华为云共同举办

活动的初衷。”

2022年9月17日厦门站
来源：福建云业务部、中国网科学

2022年9月17日，华为云携手美图共同分享了优秀云上运维实践等精品内容，此外，华为云还重磅发布了《SRE确定性运

维专家培训》课程。

华为云福建互联网业务部长张小龙开场致辞：“华为云和

美图的技术团队共同举办的云上综合治理班，是面向厦门

互联网企业搭建的一个交流平台。希望未来更多企业技术

精英加入，通过互相交流与学习探讨，帮助企业更高效地

构建科学的企业运维体系和综合技术团队，以实现对公司

业务更好地支撑。”

美图高级技术总监王关胜进行开场致辞 华为云福建互联网业务部长张小龙开场致辞

王鹏

复旦大学教授、博导

郑学强

华为云专家

林华鼎

华为云专家

武安闯

Bilibili专家

刘焱

叮咚买菜专家

运维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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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分享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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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图高级运维经理石鹏分享了“与云共生，打造确定性运

维体系”主题：“美图SRE把核心价值总结为稳定性、效率、

成本。面对不确定性，SRE需要回归岗位价值，构建一个可

观测、可掌控且持续进化的、覆盖业务全生命周期的确定

性运维体系。”

华为云SRE首席产品经理王萌萌进行“华为云运维平台的

演进实践”现场分享：“运维平台的核心功能矩阵，需要有

CMDB、监控、自动化变更的能力、分析能力和流程管理

的能力。从建设的角度来讲，可以大致分为标准化、工具

化、自动化、智能化四个阶段。

华为云《SRE确定性运维专家培训》课程正式发布：
华为云希望通过这项课程，让更多的企业和技术人员，了解到如何进行SRE确定性运维流程的体系构建和优化，以及学

习如何构建与提升软件工程能力的关键方法，最后通过了解在系统高可用性设计方面的知识，以赋能企业云上运维，助

推企业全面拥抱云，使能云上创新。

未来，华为云将持续通过打造系列性活动，为企业、技术精英搭建交流平台，共同构建安全可靠的“确定性”运维世界。

美图高级运维经理石鹏现场分享 华为云SRE首席产品经理王萌萌现场分享

《SRE确定性运维专家培训》正式发布

运维动态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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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站•华为云杨卫强现场分享“华为消费者云双活部署实践”

厦门站•美图肖维现场分享“美图云上数据库运维和治理实践”

厦门站•嘉宾合影

北京站•华为云徐殿军现场分享

北京站•华为云徐博现场分享“华为云运维解决方案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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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13日，2022 CCF国际AIOps挑战赛决赛暨AIOps

研讨会在京举办。本次大会吸引了行业内众多一流专家、

学者参与，在社区力量的帮助下为智能运维技术的学术研

究、生产实践和生态发展打开了新思路与新局面。

2022 CCF国际AIOps挑战赛是智能运维领域影响广

泛的活动。本届挑战赛由中国计算机学会（CCF）、清华大

学、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办，中国计算机学会互

联网专委会、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数据中心、北京必示科技有限公司

承办，阿里云、华为云特别赞助支持。今年，大赛以“微服

务架构电商系统下故障识别和分类”为赛题，首次引入故

障分类问题，高度贴合大型电商业务架构。历时四个多月，

吸引了超过300支队伍近千名选手参加，经过预赛和复赛

层层选拔，脱颖而出的队伍携技术方案进行决赛答辩。

本届赛事采用线下参会+线上全程直播形式，直播在

线观看人数达到4W+。

确定性运维@2022 CCF国际
AIOps挑战赛决赛暨 AIOps研讨会
来源：2022 CCF国际AIOps组委会

AIOps挑战赛决赛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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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开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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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集团高

级研究员、阿里云存储线负责人吴结生，华为云SRE运维

使能中心总监林华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长聘副教授裴丹

作为嘉宾分别进行致辞，并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经评委审议后确定AIOps挑战赛最终名次：季军获得

者分别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AeroSpaceX、中兴通讯股份

有限公司的JustDo和中南大学、天云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的

中南-天云三支队伍。浦发银行信用卡中心的浦智运维团

队与天翼云科技有限公司的翼起飞两支队伍共同获得亚

军。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Hi战队获得冠军。

此外，还进行了聚焦智能运维领域的前沿学术探索

“云原生AIOps论文闪电分享”环节和圆桌论坛等AIOps

研讨会。其中，华为云SRE首席产品经理王萌萌发表题为

《云原生AIOps实践主题报告》的分享，通过分析云原生

时代运维面临的挑战，提出了华为云推出的针对性解决方

案—-智能运维平台CloudScope，以及云原生环境下落地

AIOps的经验与心得。

……

2022 CCF国际AIOps挑战赛今年来到了第五个年头，

经过五年的发展，国际AIOps挑战赛受到了工业界和学术

界广泛关注，为智能运维行业知识共享与技术交流做出显

著贡献。

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

苏金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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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结生
阿里巴巴集团高级研究员

阿里云存储线负责人

裴丹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长聘副教授

AIOps挑战赛决赛
现场嘉宾

运维动态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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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动态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dynamics

基于华为云平台以及云上业务运维的最佳实践，利用“确定性运维能力评估模型”，帮助客

户全面评估运维成熟度，以数字化转型顶层规划以及运维痛点为场景，提供理论+实践落地

服务，为客户量身定制运维体系，提升整体运维能力。 

——《确定性运维规划与设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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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可靠，安全可信
—— 华为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