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混沌初开

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
自从盘古破鸿蒙，开辟从兹清浊辨。
在这里，首先要感谢你能选择这本书。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动过笔了。自打高考结束之
后，我就很少再有机会爬格子了。这一切还是托了肖力兄的福。通过《运维前线》这部书，
我结识了很多同行好友。也承蒙力哥和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的高婧雅编辑的鼓励与错
爱，再一次燃起了我的写作热情。

1.1

我眼中的基础架构
相传战国时期，魏国的国君魏文侯外出巡游，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反穿裘皮大衣的人。

魏文侯觉得很奇怪，向那人问道：“你为何要将衣服的毛穿在里头，却把皮板露在外面呢？”
那人回答说：“这件裘皮大衣很贵，我怕损伤了毛，所以才这样穿的。”魏文侯大笑：“难道
你不知道，要是这皮板磨破了，毛也就保不住了吗？”
古人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必要质疑基础架构的重要性。2015 年至 2017 年
可以称得上是互联网界的“三年灾害时期”。重大事故频发，很多知名企业先后“中枪”，
在业内引发了很大反响。其中大多数故障与基础架构有关，从这些事件上折射出了很多问
题—我们对基础架构的重视和投入是不足的。
其实“平日不烧香”倒也没什么关系，只要事后你能平心静气地承受所有的损失，不
要哭天抢地、痛心疾首就好。这和买保险是一样的，投 100 万元还是 100 元，完全由你决
定。但有一点我能肯定，你觉得你的基础架构值多少钱，你就会去投入多少。
做基础架构，我认为有三点非常重要—可靠、简单和高效。
1. 可靠
可靠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底层不扎实，上面再花哨也没有用。不少企业在建设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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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抢占市场、追赶进度，相对于产品开发，基础设施的建设往往滞后得非常厉害。我在
本书的第 6 章，特别强调了基础架构中的两大基石—CMDB 和 Workflow 的重要性。试想
如果没有 CMDB，你的信息从哪里来？没有规范的 Workflow，如何确保信息的准确性？把
精力放在基础架构的建设上，要比盲目求高、求快有意义得多。
可靠性不仅仅体现在软件架构上，基础设施的可靠性同样重要。基础设施在可靠性上
栽跟头的主要原因就是钱。财务、采购和技术部门经常在成本价格上发生冲突。一边要节
约成本，一边要提升服务等级，每个部门都在追求自己的价值体现。部门的话语权就决定
了你是否会掉进低价陷阱之中。廉价、免费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商品。看似便宜的东西，买
回来就会大呼上当。不是品质打折扣，就是后期产生无尽的费用增项。这种“抠小钱、舍
大钱”的做法是非常不值的。
2. 简单
简单是支撑规模增长、消除扩容瓶颈的基础要件。架构的复杂度和今后发生事故的严
重程度是成正比的。底层架构的逻辑越复杂，出问题以后牵扯的东西就越多。真是因果循
环、报应不爽啊。
不同的体量，架构的实现模式会有不同。因而随着规模的增长，你的架构会不自觉地
增加复杂度。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架构师要不断地为新架构减负和解耦。在削减赘肉的
过程中，我们要消灭基础架构身上的三座大山。
第一，要消灭异构形式。不论是通信协议、接口规范抑或实现方式，最忌讳的事情就
是大家各玩儿各的。你做一个标准，我做一个标准，每接入一个新的子系统，就要产生很
多兼容性问题，最后还不是要花大力气去融合么？
第二，要消灭重复组件。底层功能的实现在业界大多有成熟的解决方案，应当尽可能
地去复用或者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而不是重复造轮子。研发精力要更多地放在业务场景的
适用性上。
第三，要消灭紧耦合关系。解耦工作要从不同的角度入手，子系统和模块的紧耦合因
素是不同的。
实现系统间的解耦要让架构扁平化，消灭冗余的层级。垂直层面上的内容越多，就越
容易出问题。如果执行一项任务要历经十个系统。一旦任务失败，这十个系统都脱不了干
系。另外，在需求迭代的过程中，每增加一个需求项，不论你所负责的系统是否需要修改，
在任务没有明确之前，这十个系统的开发人员都得参与讨论。不断地开会，不断地沟通，
你想这些成本代价得有多大？
实现模块间的解耦要明确职权界限。调度模块只负责调度，部署模块只负责部署。假
使调度模块在调度过程中发现，环境的初始化工作没做好（例如缺少某个配置文件），那么
它应当给部署模块返回错误消息，而不能让调度模块去做拉取文件的动作。如果开发任务
指派了多个人去完成，则这种问题就很容易发生。等于两个模块里面都有部署的动作，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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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之间的界限就模糊了，从而出现多头管理的问题。
解耦的核心是拆除过度的依赖关系，让暴露给外部的细节最小化，形成“高内聚、低
耦合”的最优状态。
3. 高效
团队工作的特点是人多省力、人少省心。当一件工作从一个人干变成十个人干时，你
会发现信息来源的权威性、信息同步的实时性和操作指导的规范性有多重要。当运维团队
增长到一定规模的时候，效率反而会有所下降。因为工作被进一步拆分了，在缓解压力的
同时，相互之间的衔接环节却增多了，沟通成本以及利益冲突的负效应也会在这个时期显
著放大。
影响效率的主要因素来自于 CMDB 和 Workflow 模型的成熟度。具体细节我们就不在
这里过多讨论了。总而言之，基础架构做不好，整个团队的管理是一片混乱，执行效率低
下，成员怨声载道。俗话讲：磨刀不误砍柴工。把精力多放在基础架构的建设上是绝对不
会吃亏的。

1.2

写一本怎样的书
在策划这部书的时候，我受到了《运维前线》的很多启发。2015 年，我有幸加入了首

部《运维前线》的写作团队。从《运维前线》的创作到出版，不仅让我感受到了同行们乐
于分享的热情，同时也看到了广大读者对于实用、落地的技术方案的渴求与肯定。于是我
有了一个新的想法：能否在《运维前线》主打实用的基础之上，再让它更加系统、丰富一
些呢？
选择撰写这部《 IT 基础架构：系统运维实践》是有着特别的意义的。在定位上，它不
同于以往的实践类书籍。当然，既然是“系统运维实践”，我们首先要保证技术的实用性，
必须回归到具体操作的实例讲解中来。什么是实践？我想绝对不是在虚拟机上呈现一个实
验结果那么简单。如果只是这样，你完全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很多类似的文档，这不是我
想要的。真正的实践，一定要是你亲身用过的东西，有宝贵的经验之谈在里面。我们从来
就不缺少安装文档，读者需要的是—站在架构层面上的技术应用指南。这，才是我写作
的初衷。
当然，基础架构这个题目很大，绝非我一人之力所能承担，所以我并非一个人在战斗。
我希望能沿用《运维前线》的众筹创作模式，汇聚业内众多专家，总结他们多年的工作经
验，从而形成一套通用的解决方案模型，使之可以应用于大部分的场景。也就是说，作为
抛砖引玉之作，本书只是“ IT 基础架构”系列丛书的第一部。我们正在邀请更多的作者加
入到这个项目当中。我相信这是善举，愿这套“ IT 基础架构”丛书能成为真正落地的解决
方案。就像马云所说的，让技术为大众去服务，而不是成为牟取暴利和树立壁垒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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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英文书的伤痛

有 很 多 人 曾 经 都 问 过 我， 学 习 Linux 应 该 看 些 什 么 书。 我 的 建 议 是， 最 好 先 去 读
Redhat OD（官方文档）。它的权威性是不言而喻的。阅读 OD 时，你的心里是踏实的。尤
其是到达一定技术深度的时候，知识来源的可靠性非常重要。不过很多朋友表示看 OD 有
难度，主要是英文不过关，这一点我也是感同身受。
翻译专业文档的确是一件极其辛苦的工作，要做到“信、达、雅”谈何容易？一方面
我们对于专业词汇的理解不到位。另一方面，外国人的某些表达方式与我们不同。明明很
简单的道理，偏要花几大段英文来解释。而拆解成两三个短句能说清楚的事情，却非得用
一个超长从句来表达，还有各种 which 与 it 的不明指代。这让我深感英文依旧是我们技术
进步的最大障碍。
在讲解一些来源于英文文献的内容时，为了弄清楚各种专业词汇，我翻阅了大量的资
料。例如，在时间同步这一章中，像 slew、smear 这类单词，即便你知道它们的原意，也未
必就能很好地将其代入实际语境当中。而且就算翻译到位了，读者对专业词汇的理解也是
吃力的。在充分理解原句含义的同时，再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描述出来，我在这方面也着实
是费了一番工夫的。

1.2.2

有话直说—这就是我的忍道

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语文老师在给我们讲写作时，曾举过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当时中
学作文的字数限制是八百字。她说，文章开篇一定要平铺直叙，快速切入主题，字数不要
超过一百。写作文就像打仗，这八百个字就是打仗时你率领的士兵。有些同学写作文开篇
太啰唆，一冲锋都死伤一百多个兵了，结果还不知道你要说的是啥呢。
事实上，我自己也特别痛恨这种说话兜圈子的方式。如果一部书洋洋洒洒几十万字，
读者看完后没有任何收获，那我宁愿不去写它。我不能变成自己所讨厌的那种人。现在大
家提倡讲干货，就是因为有些技术分享已经开始变味儿了。举几个例子，我想大家一定都
有同感。
（1）白皮书式的分享
白皮书式的分享就像是一个销售在推销，全程围绕着一张架构图，依次介绍里面每一
个模块的名字和作用，最后展示一张效果图。分享结束后，听众发现自己和这个产品完全
没有任何交集。其实，大家并不关心这些模块叫什么，做什么用。我们真正感兴趣的是，
整个系统的工作流程是怎样实现的，模块之间是如何协同工作的，在实现过程中遇到了什
么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这套系统适用于哪些场景，在什么时候会遇到瓶颈，这个模式
我们能复用么？然而，这些问题都没有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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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炫富型的分享
我觉得这种分享根本就是来“拉仇恨”的。巴拉巴拉讲了一个特别牛的产品，最后话
锋一转，说这是我们团队自主研发的。言外之意就是—你们用不了！
（3）表演型的分享
技术分享的目的是让大家获益，而不是用来突显你有多高明。有些分享特别热衷于过
度包装，非要把简单的东西往复杂里说，刻意地堆砌各种术语以及模型公式，却又不做任
何解释。这种做法完全不顾群众的接受能力，似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你弄明白。
从上述这几个问题来看，我认为分享人的内心并不是真正开放的。写书也是一样的道
理，读者并不是傻子，你自己内心的拧巴与纠结，大家看得很清楚。
如果非要下一个定义，我认为《 IT 基础架构：系统运维实践》是一部抽象化的实践类
手册。这里面既有模型和方法，也有案例和步骤。作为抽象化的架构设计，我会交代清楚
它的原理、构想以及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作为具体的事例，我要确保它是切实可行的。
读者完全可以复用到大多数场景中去，因为它们都是笔者曾经或者正在使用的技术方案。
一部书有没有价值，并不在于技术的深浅，而在于作者的诚意—有没有分享干货的
意愿。我愿意尽我所能去帮助任何有需要的朋友，相信这是一部脚踏实地、有一说一的书。
有话直说，这就是我的忍道。

1.2.3

当行家说人话

我入行是从信息安全做起的，那时我在政府行业中做了很多国家级项目。其中某部委
的一位领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有一次，我们的项目经理提交了一份文档，被她给
打回来了。她让项目经理当场高声朗读这份文档。这一读不要紧，项目经理自己也觉出来
了，文中语病甚多。这位领导斥责道：如果你写的文档连你自己都读不明白，怎么好意思
拿给别人去看？
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很深。程序员写完代码要自测，作者写完文章要自读。而且一定要
念出声儿来，这一点很重要。朗读能够从心态上清空自我意识，从一个读者的角度去读自
己的文章，你是不是真的能读懂你所说的话呢？
当行家、说人话，是我这次秉承的写作态度。为了避免出现“看不懂、读不通、想不
明、理不清”的情况，这一部长达 30 万字的书，我至少写了 50 万字的内容。即便是这样
的一个开篇，我反反复复地也删改了很多次。有时我真的很痛苦，利用通宵及周末加班写
出的大段文字，最后很多都被自己删掉了。忙了几天，却发现 Word 的字数统计几乎没有
变化。我不是职业作家，交稿的时间也很仓促，要说没有压力是骗人的。其实在临近截稿
前，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高考结束铃响时还在奋笔疾书的考生，很想能有更多的时间来
细细打磨全书。因为我希望这部书的内容能更加完善，有些呆板干涩的地方，也许还可以
将它润色得更好一些。此外，我也担心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或者知识上的空白，而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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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一些错误。读者朋友们，如果你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了任何问题或疑问，欢迎你提出
批评和建议，我将在下一版中进行改进。如有任何反馈与想法，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itarch@
qq.com。再次向你表示感谢。

1.3

本书声明
在拟定本书目录之时，高婧雅编辑曾经给我提过一些建议，她希望本书能够有一些实

际案例的讲解。我原本就有培训的工作经验，而举例子和打比方又是我喜欢的讲述风格，
所以列举案例对我来说不是问题。但我又有点儿为难，案例中难免会有些反面典型。但做
运维的人，谁没开过故障分析会？谁没犯过错误？案例分析不是要针对谁，而是为了达到
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警醒后人的目的。在此我郑重声明，本书列举案例所涉及的公司和
人名均为虚构，一切只为说明问题，请勿对号入座哦。你要是较真儿，那我就只能说清者
自清了。还是那句老话，本书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在撰写本书时，笔者参考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资料。有些源于 Red Hat 的官方文档或软
件的用户手册，一些名词解释和介绍性的内容来自互联网，还有一部分摘录自笔者已经发
表在《运维前线》上的文章。
除此之外，在撰写本书的第 8、10 和 14 章时，笔者还参考并借鉴了如下书籍中的部分
内容。在此，我对这些书籍的作者们深表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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