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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云计算带来的技术变革

传统 IT 正在向 DT 变革。未来，云计算将成为互联网的基础设施。作为技术过来人，
我亲历了中国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云计算云时代的发展，以及技术人员眼中云计算所带来的
技术变革。

一、中国互联网时代
“ 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 ”（越过长城，走向世界）
是 1987 年 9 月 20 日从北京向海外发出的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这也预示着，互联网时代悄
然叩响了中国的大门。
1994 年 4 月 20 日，中关村地区教育与科研示范网络（NCFC）通过美国 Sprint 公司接
入国际互联网（Internet）的 64K 国际专线开通，标志着我国正式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
这一年也是中国开启互联网时代的元年。
1. 中国互联网起点
1994 年 4 月 20 日中国实现了与国际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但是直到 1998 年，我国的
门户网站才兴起，中国真正意义上正式进入网络时代，这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互联网的
起点。
中国互联网巨头也大多于 1998 年左右成立：
网易：1997 年 6 月；

搜狐：1998 年；

腾讯：1998 年 11 月；

新浪：199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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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1999 年；

盛大：1999 年 11 月；

百度：2000 年。

2. IDC/ 数据中心的硬件时代
2002 ～ 2012 这 10 年期间，中国互联网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电子商务、传统互联网等
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这一时期是 IDC/ 数据中心的硬件天下。
运维人员在日常工作中，一半精力花在跟硬件打交道、跟 IDC 机房打交道。“ IOE ”是
这个时代的经典组合：服务器提供商 IBM、数据库软件提供商 Oracle、存储设备提供商
EMC。
3. 云时代
从工业时代到电气时代，再到信息网络时代，随着科技的发展，云时代是人类科技进
步的阶段性时代。就如同云时代的下一个时代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不是人类科技的终
点，答案还需探索。
2005 年，Amozon 宣布 AWS（Amazon Web Service）云计算平台成立，这是全球云计
算落地的起点。2009 年，阿里云成立，这是中国互联网云计算的起点。随着这几年云计算
从概念期转入落地期，云计算低成本、高稳定性、高效率、可灵活扩展等诸多优点所带来的
红利让千千万万企业受益。从这几年国内几家知名云计算公司的成立，也可以看到中国云计
算发展的时间年轮：
2009 年，阿里云；

2011 年，盛大云；

2012 年，天翼云；

2013 年，腾讯云、华为云；

2015 年，百度云。


二、什么是云计算
从技术角度来看，云计算并不是一种新技术，它也用到了编程语言排行榜上的那些编
程语言，以及数据库排行榜上的那些数据库，还有那些热门的开源技术。只不过它在虚拟化 +
分布式 + 自动化平台的基础上解决了以下问题：
稳定性：采用分布式集群部署，保障服务不宕机。

弹性扩展：按需索取，一键式秒级开通资源。

安全性：采用分布式多副本冗余部署，保障数据不丢失。

成本：一台 2 核 4GB 服务器附赠 5GB 抗 DDoS 攻击流量，费用极低。

易用性：Web 管理控制台，智能化便捷操作。

不同的是，云计算是一种新的互联网模式，这种模式本质上如同 IDC 的 IT 模式。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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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资源的使用流程是采购→机器安装配→机器上架→机器后期机房托管。而在云端，在
Web 界面简易的一键式操作就能获取计算资源。就如同使用水和电一样方便，按需索取。

三、云平台优化点
从本质上来讲，云计算只是一个概念，如同 LDAP 协议。而阿里云、腾讯云、华为云
就是云计算的落地实现，如同开源工具 OpenLDAP 对 LDAP 协议的实现。云计算是面向广
大用户的，对应的是一个分布式云管控平台（简称云平台），用户可以在这个云平台上管理
及使用对应的云资源。众所周知，云平台具有稳定性、可弹性扩展、安全性、低成本、易用
性等优点。那云平台有缺点吗？答案也是肯定的。
正如前面所说的，从技术角度来看，云平台只不过是虚拟化 + 分布式 + 自动化的一个
综合类平台，所以很多相对于传统物理硬件来说比较烦琐的事情，都可以在云平台上一键自
动化。正是因为它将传统上很多重复的安装配置、调优、管理维护进行产品平台化，才带来
了一键式管理维护的方便性。平台化设计的一个前提就是产品封装性，封装性带来了定制灵
活性的问题。比如最开始 SLB 七层并不支持虚拟主机的功能、RDS 的 MySQL 不开放 root
权限、阿里云 ECS 不支持组播和广播。产品封装性带来的定制灵活性的问题在传统物理机
器上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一点也是云平台的缺点。
云端产品封装性带来的灵活性的问题，可以在业务层、架构层、运维层进行协调解决：
比如，最开始对于 SLB 的虚拟主机的功能灵活性需求（此功能现在 SLB 已具备），

可直接在 ECS 上搭建 Nginx 来满足。
比如，对于 RDS 的 MySQL 权限、参数修改等灵活性的需求，可以直接在 ECS 上搭

建 MySQL 来满足。
比如，对于 ECS 组播和广播的功能、集群高可用的功能，如在 ECS 上搭建 Oracle

RAC 的功能，可以通过在 ECS 上安装 N2N 等 VPN 软件来变通支持。当然变通做法
会带来稳定性、性能等问题，这里暂不讨论。

四、云计算对技术的变革
1. 技术的发展变革
云计算的普及，也促使最新热门的开源技术的普及使用。因为大家使用的大多数云产
品都基于热门开源技术做了定制化开发及封装。比如，负载均衡（Server Load Balancer，
SLB），其中，四层就是基于 LVS（Linux Virtual Server，Linux 虚拟服务器，它是一个虚
拟的服务器集群系统。本项目在 1998 年 5 月由章文嵩博士成立，是中国国内最早出现的
自由软件项目之一）、七层就是基于 Tengine（Tengine 是由淘宝网发起的 Web 服务器项目，
它在 Nginx 基础上，针对有大访问量需求的网站，添加了很多高级功能和特性）等做了对
应定制化开发及优化。云计算浪潮席卷着互联网，同时在技术更新迭代、实践上也引领着
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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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技术更新迭代方面的变革
大多数运维人员都喜欢墨守成规。因为系统 90% 的事故都是由变更导致的，所以我们担
心新的技术、新的软件版本会影响系统稳定性，觉得“最好的技术就是自己最熟悉的技术”，
总是喜欢用同一版本的操作系统、同一版本的中间件，哪怕其版本的更新迭代已经进行得如
火如荼。
而云计算的普及，促使我们尝试接触新的技术、新的版本、新的特性。从某种程度上
来讲，甚至是逼着我们去用这些新的技术、新的版本、新的特性。比如，一方面，云计算已
经成为必备 IT 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云平台基本上都会下架一些旧版本，就拿操作系统来
说，随着 RedHat7 的推出，云端很快进行了更新换代，你无法再选择一些旧的软件版本。
（2）在技术的实践变革上
2012 年、2013 年，云计算在国内还处于概念期。那时候我作为阿里云架构师更多的是
给客户介绍这个概念，而如今，更多的是用户急切地跑来咨询：如何用云来满足自己的业务
需求，如何更好地使用云的一些产品及服务。
而在日常的学习中，我看到很多书籍、技术文档等还在讲磁盘的 RAID、OpenStack，
基于物理硬件的部署、调优等技术。这些技术已经在被逐步淘汰，在云上，我们可能再也接
触不到物理服务器。相关软件的安装配置、调优、高可用等都会由云平台来完成。未来的技
术方向是我们如何更好地使用、实践这些云产品及云技术。
2. 在运维技术方面的变革
在运维领域，运维自动化一直是运维技术最重要的体现，也是运维的灵魂。运维自动
化一般有以下几个阶段：
人工阶段。日常运维全部靠人工来做。

脚本及工具阶段。对于日常重复的事情，我们开始尝试用脚本、工具来替代人工方

式，以提升效率。
平台化阶段。用平台界面智能化操作来完成日常运维命令或执行脚本 / 工具，以进一

步提升效率。
智能化阶段。智能运维，如自动扩容、故障自愈等，进一步减少人为参与，进一步

提升运维效率。
从事运维工作这么多年，我发现大多数中小企业的自动化水平还停留在脚本及工具阶段，
运维全靠人工。比如很多企业做代码发布都还是通过手动操作 SCP、FTP 的方式更新线上代码
再重启服务，效率实在低下。云平台本身就是一个大的自动化平台，随着云平台的普及，我们
的运维技术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让我们直接进入平台化的阶段。通过这个大的自动化云
平台，我们的运维效率及质量得到了质的飞跃，我们可以将更多精力放在自身业务场景中。
3. 在技术体系架构的变革
IT 架构和技术架构的演变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就比如每次微软有新的操作系统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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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都隐藏着 Intel CPU 的升级换代；苹果手机每次有新品发布，背后其实也都隐含着硬件
的升级换代。产品业务越来越复杂，就需要越来越好的硬件来支持。可以说，IT 的体系发
展支撑着技术架构的演变。同时，技术架构的演变也推进着 IT 的体系发展。
IT 体系会经过以下 3 个阶段：
1）物理机体系阶段。传统的 IOE 架构其实是物理机的典型代表。想使用计算资源，就
需要去购买对应的硬件。
2）云计算体系阶段。在传统硬件服务器的基础上，通过虚拟化及分布式技术形成对应
的云资源平台。对计算资源的使用，如同使用水和电一样，在云资源平台上按需索取即可，
而不用再和底层物理硬件打交道。
3）容器体系阶段。我们既不用关注底层物理硬件，也不用关注用的云平台是 AWS 还
是阿里云，我们的业务都能无缝过渡及运行。我们对计算资源的使用会脱离对硬件，甚至是
对各个云平台的依赖。
相应地，对应的技术架构会经过以下 4 个阶段：
1）单机架构的阶段。IOE 架构（IBM 的小型机 +Oracle+EMC 存储）是单机架构中的典
型代表，都是高配性能的计算资源，在这个阶段的架构，其业务基本上都是单机部署的。有
时候数据库和业务代码甚至部署在一台高配机器上，完全要靠单机的硬件性能来支持更多的
业务访问。
2）集群架构的阶段。集群架构其实是单机架构的演变。集群架构的典型技术特点就
是，一般采用虚拟 VIP 技术（如 Keeplived、Hearbeat）解决单点故障问题，让架构高可用，
如图 1 所示。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云端，对应的云产品底层都用集群架构来保障高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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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单机架构向集群架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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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布式架构阶段。分布式架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不管是业务代码还是数据库，都
是通过多台服务器以分布式模式部署的。如果业务压力增加，那么就增加对应的服务器资
源。在云计算阶段，分布式架构特别适用于云平台部署。这个架构对服务器单机的性能依赖
不高，主要通过大量的云资源进行分布式快速部署，来满足业务发展和迭代需要。值得注意
的是，分布式架构是集群架构的演变，很多人把集群架构和分布式架构混为一谈，这是很大
的认识误区。集群的虚拟 VIP 技术只能将一台服务器作为热备（Backup），并且只有在主服
务器故障的时候，才会切换到热备上，平时其都是处于空闲状态。而分布式架构的技术特点
就是，负载均衡的引入，让不同服务器同时应对业务压力，而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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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架构向分布式架构演变

4）微服务架构阶段。微服务架构本质上也是分布式架构，微服务其实是业务功能层面
的一种切分，即切分成单个小型的独立业务功能。多个微服务通过 API 网关（Gateway）提
供统一服务入口，对前台透明，而每个微服务也可以通过分布式架构进行部署，如图 3 所
示。这给研发灵活性、业务后期迭代带来了极大的可扩展性，这是未来软件技术架构的主
流。微服务在云平台的基础上结合 Docker 容器技术进行部署，能让业务、运维、架构在技
术和非技术方面的稳定性、成本、效率、可扩展性等都达到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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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平台的选型

在 2013 年我在担任阿里云架构师一职时，向客户介绍的更多的是云概
念方面的内容，而不是云技术方面的解决方案。比如不停地告知客户云计算
在便捷性、安全性，以及成本的节省等方面具有怎样的优势。随着技术的发
展，云计算已经从概念时期步入使用时期。现在，人们越来越关注如何将企
业级应用架设在云端、如何利用云计算快速支撑业务的发展。未来，新零售、
新制造、新金融、新技术、新能源都将深刻影响中国，影响世界，而这一切，
都会依托于云计算，云计算将成为企业 IT 资源的必需品。可想而知，如果现
在我们还保持 IDC 硬件的固化思维，必将被互联网浪潮和云计算浪潮所淹没。
但是使用云计算是有门槛的，而且门槛还不低。截至 2018 年 12 月，阿
里云有两百款产品或服务。想要正确、高效地使用这些云端产品及服务，可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对技术专业性要求极高。那么，在云端选择什么
样的云平台做战略规划部署及业务体系建设、在云端要选择什么样的产品来
架构及规划业务？选择什么样的开发语言来应对业务开发需求？又该选择什
么样的系统技术来进行运维架构及实施？或者通过什么样的配置来部署业务
并做容量规划呢？这些便是云端选型篇的重点内容。相信这些经验的总结，
是你在云端技术选型、云端运维架构规划上不可多得的参考内容。

第1章

Chapter 1

云平台的选型

在云端部署业务服务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就是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云平台落地，即选
择哪个云厂商落地。这就跟我们选择手机一样，会考虑是买苹果手机、华为手机，还是小米
手机等。由于云厂商的公司实力、业务背景、技术团队实力等不同，导致不同云厂商平台的
业务方向、平台稳定性、平台安全性、平台服务质量、产品功能及价格等都有所不同。
本章主要根据编者多年积累的云计算领域的从业经验，来阐释国内云厂商平台的现状，
从而为在云端进行运维架构部署提供技术参考依据。

1.1

全球云厂商占比
参考 Gartner 发布的 2017 ～ 2018 年全球 IaaS 报告，大家了解一下全球云厂商的占比

情况（见表 1-1）。我们可以看到排名前三甲的分别为：亚马逊云、微软云、阿里云，2018
年市场占比分别为 30.4%、9.9%、4.9%。谷歌紧跟其后，占比 2.6%。2018 年国内云市场的
竞争也逐步进入白热化，2018 年的全球云厂商占比情况相比 2017 年应该没有太大变化，前
五的供应商排名基本没有变化。其中有 3 点比较明显的是：
1）亚马逊 2018 年的市场占有率为 30.4%，依然占据无法动摇的主导地位，相信业内人
员对亚马逊在云计算领域的地位也是能感同身受的。
2）阿里云在 2018 年的年增长率高达 92.6%，在前三甲中持续保持最高年增长率（亚马
逊为 26.8%，微软云为 60.9%）。不管是在全球云计算市场，还是在国内云计算市场，都能看
到阿里云的增长趋势。想当初，王坚博士创立了阿里云，在国内首例落地云计算。他甚至在
阿里内部也承受着诸多的不理解和不支持。好在王坚博士坚持、马云支持，成就了如今的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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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云。从 2009 年至今，我们看到了阿里云的成长，阿里云也逐步得到了大家及市场的认可。
3）腾讯云在 2018 年的表现非常强势及抢眼，128% 的年增长率让其排名狂升 12 位，
一跃进入榜单前十，紧跟 IBM 其后，排名第六。腾讯云在国内的发展要晚于阿里云，但能
在国内稳定开拓市场，并能在国际市场上有如此影响力，也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后起之秀。
表 1-1
2017
排名

2018
排名

2017 ～ 2018 年全球排名前十云供应商

排名变化

供应商

2017

2018

（单位：百万美元）

2018 市场占比
（%）

年增长率
（AGR）

1

1

—

Amazon

12 221

15 495

30.4

26.8

2

2

—

Microsoft

3 130

5 038

9.9

60.9

3

3

—

Alibaba

1 298

2 499

4.9

92.6

4

4

—

Google

820

1 314

2.6

60.2

5

5

—

IBM

734

824

1.6

12.2

18

6

▲ 12

Tencent

318

725

1.4

128.0

6

7

▼1

Atos

585

688

1.4

17.6

11

8

▲3

DXC Technology

413

687

1.3

66.3

1.2

7

9

▼2

Wipro

559

667

1.3

19.4

8

10

▼2

Capgemini

527

663

1.3

25.9

Others

17 754

22 355

43.9

25.9

Total

38 358

50 954

100.0

32.8

国内云厂商的现状
前些年，云计算的概念非常火热，但是普通大众对云平台没有太清晰的概念，所以有

很多厂商打着云计算的旗帜，对外提供的所谓的云资源服务，其实说到底，就是用 VMware
等虚拟化技术虚拟出来的 VPS（Virtual Private Server，虚拟专有服务器）。从技术角度来看，
云主机是分布式的，所以在稳定性、资源隔离、数据安全性等方面都能得到保障，而 VPS 是
单机版。对于后者，由于虚拟母机的硬件（如 CPU、内存、硬盘、网卡）存在问题，可能会
导致这台母机上的所有虚拟机都遭殃，如由于机器硬盘存在问题，某所谓的云厂商在换硬盘
时因操作不当造成了用户数据丢失。其实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到，这就是单点问题。因为分布
式的云平台一般采用三份数据冗余，所以某台物理机硬件有问题根本不会造成用户数据丢失。
随着这几年国内云计算的发展及普及，在国内繁杂的云市场中，各个云厂商的市场占
比也逐步明朗化。图 1-1 所示的数据摘选自 Synergy Research Group 的市场研究报告，供读
者参考。
亚马逊云平台在国内落地及业务的开展并不顺利，所以在国内云市场份额的占比中，
阿里云一直占据主导的地位。不过，如果有国际云资源的需求，亚马逊也是很好的选择。那
不同的云厂商之间除了市场占比的不同外，其他方面还有什么不同呢？以下就国内几个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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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的云平台进行说明。
4Q
2018

$700.0m

Source:Synergy Research Group

$60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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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m
$400.0m
$300.0m
$200.0m
$100.0m
1Q
2017

2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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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1.2.1

4Q

1Q
2018

2Q

3Q

4Q

᭓००ὂ᭓ʹὃ40.5%
ᗔᣒ16.5%
Sinnet9.7%
̓ܗᆄХ8.0%
̓ܗᕌᪧ5.8%
Ҙ19.4%

2017 Q1 ～ 2018 Q4 中国云基础设施服务市场份额

阿里云

正如阿里云的广告语“上云就上阿里云，市场占有率超过第 2 ～ 5 名总和。”
阿里巴巴在电商领域拥有海量用户、海量数据、高访问量 / 高并发的业务场景，也拥有
一流的技术实力。
 2013 年，阿里云获得全球首张云安全国际认证金牌，当时只有包括 HP 的两家国外
企业获得了云安全国际认证银牌。
 2014 年，阿里云成功防御了全球互联网史上最大的 DDoS 攻击：453G/s。
 2015 年，阿里云千岛湖数据中心采用深层湖水自然制冷（普通技术是电制冷），其节
水率打破了 Facebook 全球数据中心的最低纪录，成为世界第一，且比普通数据中心
全年节约用电数千万度，减少碳排放量一万多吨标煤，也是目前国内亚热带最节能
的数据中心之一。
 2016 年，CloudSort 阿里云夺冠，性价比高出 AWS 保持的世界纪录三倍，并且在以
评测计算系统规模和效率为主的 GraySort 和 MinuteSort 这两项重量级比赛中，打破
了全部 4 项世界纪录。
国内众多云平台我也都使用过，阿里云在整体稳定性、安全性、性价比、产品功能等
方面的综合性能处于国内第一地位。特别是 2014 年阿里巴巴收购了万网，致使阿里云拥有
了一键便捷式的域名备案服务。这方面的优势是国内其他云服务提供商甚至亚马逊都无法相
媲美的。

1.2.2

腾讯云

2017 年 3 月，腾讯云一分钱竞标厦门政务云成功，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其本质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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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抢占云市场份额。在国内云市场，除了阿里云外，就当属腾讯云占比最多。腾讯云有一个
特点，那就是游戏。相比其他云平台，腾讯云部署游戏类业务会更具有优势。当然，不是说
腾讯云只适合部署游戏业务，跟阿里的淘宝电商业务一样，这只是腾讯云的一个业务特点，
因为游戏占据了腾讯业务的半壁江山。腾讯作为游戏开发商，在游戏领域有着强大的渠道、
丰富的经验。比如腾讯游戏在运维领域累积的“蓝鲸”运维自动化平台，就无缝对接了腾讯
云。相比国内阿里云及其他云平台，这是腾讯云的优势和特点。
同样，相比阿里的淘宝、蚂蚁金服，腾讯在 QQ、微信、游戏业务方面也有着海量用
户、海量数据、高访问量 / 高并发的业务场景，同样也拥有强大的技术实力。只不过相比阿
里云，腾讯云在云计算领域的战略布局较晚。从“一分钱”中标的实践也能感受到腾讯云这
几年一直在云计算领域发力，2018 年在市场上强有力的表现更是让人看到了腾讯云的决心。

1.2.3

华为云

华为是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解决方案供应商。华为的优势在于通信硬件设备，以前
中国移动大多都是用思科的通信设备，后来全部换成华为的通信设备。华为相比 BAT（百
度、阿里、腾讯），在海量数据、海量用户、高访问量 / 高并发的互联网业务场景中累积的
技术经验要弱一些。
所以，结合华为在通信硬件设备方面的优势，华为云的优势与特点主要在于企业级私有化
解决方案。在安全、大数据等云资源服务上，相比阿里云、腾讯云，华为云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1.2.4

百度云

百度的主要业务是搜索，相比阿里云、腾讯云在 IaaS 云服务领域的比拼，百度云对此
并没有过多的关注，在国内的战略布局也较晚。而百度近些年一直专注于人工智能，比如在
江苏卫视《最强大脑》栏目中，百度机器人“小度”在人脸识别中战胜“水哥”王昱珩；而
在 2017 百度 AI 开发者大会上，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通过视频直播了
一段自己乘坐公司研发的无人驾驶汽车的情景，也展现了百度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优势。
所以，百度云的优势在于人工智能相关服务上，而在其他核心云资源服务领域，相比
阿里云、腾讯云则有明显不足。但从百度云官网所示的产品类别中，相比其他云平台，可以
看到百度云独有的人工智能类别，而且提供的产品服务也很丰富，其中包括：
 Apollo 仿真开放平台
 Apollo 标定服务平台
 Apollo 数据开放平台
 文字识别
 人脸识别
 图像审核
 图像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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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处理基础技术
 理解与交互 UNIT
 语音识别
 语音合成
 语音唤醒
 视频内容分析
 视频封面选图
 视频内容审核
 结构化数据抽取
 知识图谱 Schema
 增强现实
 数据众包服务

1.2.5

其他云厂商

2011 年，盛大云对外提供服务，它在国内算是实施云计算较早的云厂商。但盛大自从
“传奇”那款游戏爆火之后，由于战略布局后劲不足，最终被腾讯反超，开始走下坡路。目
前，盛大云已是强弩之末。
2012 年，电信推出天翼云。其实电信在机房、硬件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由于
种种原因，天翼云在国内云市场一直无所作为。
之后，Ucloud、青云也曾在国内云市场小有名气。相比阿里云、腾讯云这样的大云厂
商，Ucloud、青云通过云产品功能细化以及服务质量提升来吸引客户。其中，Ucloud 服务
包括如下几项：
1）在工单响应方面，Ucloud 跟客户单独建立聊天群，里面有客服、技术人员，所以客
户的问题每次都能得到快速响应及解决。
2）Ucloud 具有独有的服务器托管服务。而当时阿里云、腾讯云不能提供这项业务。
3）拥有独有的产品功能服务。2015 年 5 月，陌陌将游戏业务从 Ucloud 迁移到阿里云，
当时 Ucloud 就具备 MongoDB 产品服务了，但阿里云还不具备 MongoDB 相应产品服务（目
前已具备）。对此，阿里云设计了一套 MongoDB 分片集群的解决方案。
以上对全球云厂商及国内云厂商的特点进行了介绍。在海外的业务部署上，建议优先
选择亚马逊。在国内互联网业务部署上，建议优先选择阿里云。在私有云、私有化输出方
面，建议尝试使用华为云，毕竟华为是做硬件出身的。如若在游戏、运维等细分领域有更深
的需求，建议尝试使用腾讯云。若对云产品功能特性、存储或者其他细分领域有需求，建
议使用 Ucloud、七牛云等云厂商的产品。这只是根据不同云平台的特性而给出的笼统建议，
比如当前阿里云在私有云、国际化方面的输出日益成熟，选择阿里云进行部署也未尝不可。
不同云平台的技术特性代表不同的技术方案，最终选择哪家云厂商还是取决于业务需求。

Chapter 2

第2章

云产品的选型

选好云平台后，接下来我们要考虑的是在这个云平台上选择什么样的云产品进行业
务部署及规划。可是在面对云平台上的两三百款产品时，我们不免会眼花缭乱。如何选择
对应的产品？选择的重点是什么？我们又要注意哪些事项呢？希望本章的内容对你能有所
启发。

2.1

阿里云产品概要
目前，阿里云官方有将近两百款产品（数据汇总于 2019 年 3 月，在过去 10 年，阿里云

共发布了 162 个产品，4610 个新功能，几乎每天都有产品新功能发布），如图 2-1 所示。
主要为以下 7 大类：
 人工智能
 云计算基础
 物联网
 大数据
 安全
 企业应用
 开发者服务
面对如此繁杂的云产品，暂且不说如何去选择使用，可能我们连很多云产品是做什么
的都不太清楚。通过这些年的云端实践，我们发现 80% ～ 90% 的云端用户主要在使用以下
几类云端产品，这也是我们企业级应用中必须要选择的 5 个云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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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云产品概要

1）ECS（Elastic Compute Service）：云服务器
2）RDS（Relational Database Service）：关系型数据库
3）SLB（Server Load Balancer）：负载均衡
4）OSS（Object Storage Service）：对象存储服务
5）VPC（Virtual Private Cloud）：专有网络
事实上，以上 5 个云产品是有先后顺序排名的，而这个排名是通过实践得到的。ECS、
RDS、SLB、OSS 这是阿里云 4 款打江山的核心产品，简称“阿里云四大件”。ECS 则是
业务代码服务的载体，甚至基于 ECS 我们可以自行搭建数据库、缓存、负载均衡等服务，
ECS 作为云产品中的“基石”，是最基础最重要的云产品，排行第一一点也不为过。
不管企业级应用还是个人应用，98% 的应用基本上都是动态业务，很少见到一个只有
一个静态 html（当然也有这样的需求）的业务。这里必然会涉及与数据库的交互，所以 RDS
紧跟在 ECS 后面，排名第二。
云的特性是分布式，传统 IOE 的单机应用很难展现云平台的优势，而 SLB 是让业务走
向分布式的关键和基础，所以 SLB 排名第三。即使是单机业务，我们也有必要在单台 ECS
前面放个 SLB 作为代理转发。这样做的优势很多，详细内容将在第 7 章中跟大家介绍。
OSS 对 象 存 储 是 类 似 于 开 源 MFS、Ceph、GlusterFS、Lustre 的 分 布 式 文 件 系 统。 其
实作为“阿里云四大件”之一，相比前面的 3 个云产品，其通用性不那么强了。因为 OSS
的使用有个大门槛，就是需要通过 API 对文件进行增删查改。当然有很多官方提供的软件
开发工具包 SDK（比如 Java、Python、GO、PHP 等主流开发语言版本的 OSS SDK），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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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S 相关工具（比如 8.3 节提到的 ossfs、ossutil 等工具）降低了 OSS 的使用门槛，比如，
在 Linux 运维中可以通过“ Crontab + OSS 工具”实现文件的异地备份，这种运维方式在很
大程度上替代了传统“备份服务器”的角色。当然 OSS 在图片、转码等领域甚至可以结合
CDN 来使用，应用场景也较多。
VPC 放在最后一位，是因为 VPC 是在“阿里云四大件”之后推出的一款产品。SNAT、
VPN、专线都是基于 VPC 的，现在在云端企业级应用中，VPC 基本上是默认的选择。但在
实际应用中，一些金融客户还在使用经典网络，这样一来，安全性、架构扩展性等方面就受
限了。
当然，还有很多大家熟悉的云产品暂未放在使用率较高的系列中，比如：
 CDN 相关产品。之所以没有将 CDN 相关产品放在使用率较高的系列中，是因为很
多业务中静态图片等静态资源并不多，对 CDN 加速的需求不明确。
 Memcache、Redis 相关缓存产品。真正需要引入缓存时，侧面说明企业业务是中大
型的。在传统中小型企业应用中，业务代码大多就跑几台 Tomcat、PHP 就行了。
 云盾相关安全类产品。随着网络安全法的推行，虽然未来企业对安全性的要求及重
视程度会越来越高，但是直到今天，大多数中小型企业对安全性仍没有概念，导致
重视程度还不够，这也是很多企业没有使用云盾安全产品的主要原因。

2.2

云产品的 8/2 选择原则
在云端应用场景下，80% 的企业（默认情况）会选择云产品，只有 20% 的企业会考虑

自行搭建对应服务。比如，有 SLB，企业肯定不会自己去搭建 Nginx 做负载均衡；再如，
有 RDS，企业也定不会自己去搭建 MySQL。
对于云产品的选择，有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一次去北京出差，与同事一起拜访了一
家公司。这家公司在云领域有十几台服务器，由一位运维人员负责维护。该公司的数据库都
是在 ECS 上搭建 MySQL 来运行的，于是我问那位运维人员，“为什么不选择 RDS ？”那位
运维人员不假思索地说，“在 ECS 上搭建也挺方便的，为什么要用 RDS ？”听到这个回答，
我有点不高兴了，比较严肃且强势地说，“使用 RDS 就不用你考虑安装配置、调优、备份、
扩展等问题，拿来就用，为什么还要自己去折腾搭建！”所以选择合适的云产品，相比自行
搭建，有以下技术方面及非技术方面的优势。

2.2.1

五个技术优势

1. 安装配置方面
一些软件的编译安装，比如 PHP，经常会有依赖包、版本兼容等问题，其安装配置没
有想象中那么简单。而对于云产品，我们不用再去官网找安装包，也不用自己手动安装、配
置，这一切云产品都默默地替你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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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优方面
对 于 云 产 品， 我 们 也 不 用 关 心 一 些 性 能 参 数 要 如 何 去 优 化， 这 一 切 云 产 品 也 会 默
认 替 你 实 现。 比 如，MySQL 的 配 置 优 化 对 细 节、 技 术、 经 验 都 有 较 大 的 挑 战， 如 果 你
对 其 性 能 要 求 较 高， 只 需 要 在 管 理 界 面 选 择 更 高 规 格 的 配 置 型 号， 或 者 选 择 集 群 版 本
即可。
3. 备份方面
在传统运维过程中，我们需要搭建主从、编写备份脚本以及操作 Binlog 来进行对应的
备份及恢复，这方面对运维人员来说都是较大的挑战。但使用云产品时，我们也不用关心冷
备、热备方面的问题了，因为这一切云产品都默认帮你实现了，你只需要“傻瓜式”地操作
即可，哪里不会点哪里。
4. 高可用方面
使用云产品，我们不用担心出现高可用方面的问题，也担心什么时候挂了没办法提
供服务。在 ECS、SLB、RDS、OSS 等阿里云产品中，都是采用集群的方式部署对应的云
产品，保证我们使用对应云产品的高可用性。比如，ECS 和 OSS 都是三副本的数据冗余，
而 RDS，则是采用 DNS+ 双 Master 架构来保障高可用性。除了开放给用户的一个 RDS 库
以外，还有一个隐藏的从库未开放给客户（举例：进入 RDS MySQL，通过“ show slave
status\G ”可以看到隐藏的从库）。
5. 安全性方面
对于安全性方面，使用云产品，不用关心软件版本的安全性问题，也不用关心这个版
本的软件有哪些补丁、漏洞要去修复，更不用关心这个软件会被攻击的问题，这都是云产品
默认会做到的。

2.2.2

两个非技术优势

1. 责任方面
在非技术方面，云产品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即如果是自己搭建维护的平台出了问题，
那么对客户、对领导都要负责，对应的损失也得自己承担；相反，如果使用云产品出现了对
应问题（当然主要是云产品稳定性、性能、安全性、高可用等本身问题，不包括因用户不会
使用及对应误操作等导致的问题），那么对应的损失甚至可以找云厂商进行索赔。
部分企业在面向客户服务的时候，想要自己招聘运维人员，而不想找第三方服务公司，
觉得不安全，怕数据被第三方公司窃取，或者出现安全性问题。众所周知，企业招聘员工，
本身在成本和管理上就有很大的困难，这里先不谈这方面的挑战。换个角度，企业招聘员工
本身就是安全风险非常高的事情，比如，怎么保障这个员工不泄密？其实很多企业的数据泄
露，不是因为被黑客窃取，而往往是因为公司内部人员泄密。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一些有
意思的故事，比如“从删库到跑路”。虽然大家把这些故事都当成笑话，但殊不知这都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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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案例。比如，一个运维人员因加班而失恋，之后格式化了所在公司的所有服务器并离
职。因此员工造成的问题，结果只能是企业自己扛。若面对的是第三方专业团队，那么这些
问题就可由第三方专业团队解决，甚至向其索赔。
2. 费用方面
当然，云产品责任方面的优势只是从特定的某个方面来说，具体情况还得看业务需求
和业务场景。在实际应用中，很多用户会觉得使用云产品成本较高，不如自建平台。单纯使
用高规格的云产品的费用的确不低，但是深入了解后你会发现，想自行在 ECS 上搭建出和
云产品具备相同性能的环境，所采用的 ECS 台数和 ECS 配置的费用加起来也不比使用云产
品的费用低多少，如表 2-1 所示。
表 2-1

RDS 与自建 MySQL 配置的费用对比

类型

配置

性能

RDS（MySQL）高可用版

8 核 16GB/300GB

最大连接数：4 000；
IOPS：8 000

ECS（自建 MySQL）

8 核 32GB/300GB

磁盘最大 IOPS：10 800

费用
2 000 左右
2 000 左右

这里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RDS 的 8 核 16GB 配置只是一个规格配置参考，并不代
表我们自己 ECS 上部署的 MySQL 也要采用 8 核 16GB 配置，这是个细节误区。RDS 最主
要的规格性能参数是：“最大连接数：4000; IOPS：8000”。所以在实际部署中，要让数据库
达到如此性能。我们一般采用 CPU 和内存配比为 1∶4 的 ECS 配置（数据库偏向内存型应
用，具体实践参考第 5 章），如 4 核 16GB、8 核 32GB、16 核 64GB。在上述 ECS 的配置清
单中，默认推荐选择 8 核 32GB 是为了保障自建数据库的性能和稳定性。而且 RDS 的高可
用版是双机高可用版，我们在 ECS 上自建的 MySQL 是单机版，这里还需要再开一台做主
从，以保障数据库数据的安全性和高可用。这样一来，成本就进一步增加了。

2.2.3

选择自建环境的条件

那么，具体在什么场景下我们才需要自己搭建对应的服务呢？对此主要从功能性和灵
活性等方面来考虑，这也是自行搭建服务平台的相对优势。阿里云的很多云产品，如 SLB、
RDS、CDN 等，其核心都是基于开源技术进行了封装并做了相应优化，然后形成对应的云
产品。相应的封装给我们带来了相应的优势（就是 2.2.1 节中描述的技术方面的优势），但同
时也给我们带来了相应的缺陷，比如，做了封装，必然会使很多原生态的功能和特性存在一
定的使用限制，下面我们具体来看。
1. 七层 SLB 的功能限制
何为七层负载均衡？更多地称之为反向代理，大家最为熟悉的就是 Nginx。何为七层反
向代理 / 负载均衡？是因为它不只是能做七层转发，而更多的是能在七层上做很多 Rew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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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七层控制等。而早期的 SLB 产品，连虚拟主机功能都不支持，只是可以简单地七层转发。
当然，当前 SLB 产品已经支持虚拟主机，具有七层代表性的核心功能。如果想用 Rewrite
等更多七层功能，我们只能自行在 ECS 上搭建 Nginx。
2. 连接 Redis，有密码鉴权
有些客户问这个密码鉴权能不能去掉，代码中采用了一个老的 Ruby 框架，不支持这个
鉴权，也没办法改代码。所以这时候我们只能无奈地在 ECS 上自己搭建主从 Redis，然后结
合 Console+DNS 做高可用。
3. RDS MySQL 对 Myisam 存储引擎的支持
在用户的业务中，需要 MySQL 支持 Myisam 存储引擎。而 RDS MySQL 版默认只支持
Innodb 的存储引擎，所以我们只能在 ECS 上搭建 MySQL 来满足业务需求。
4. 云数据库 MongoDB 对跨地域多副本冗余的支持
若客户对数据的安全性要求较高，并且云端和他们线下 IDC 做了专线打通，他们需要
将云端的 MongoDB 数据在线下 IDC 中做个副本，当前云数据库 MongoDB 结合 DTS 还不
支持此功能。所以我们在云端搭建了两个副本，在 IDC 上同步一个副本，组成 MongoDB
的副本集。
综上可见，有些功能是云产品没办法支持的，且当前企业没办法调整自己的业务架构
及代码。这个时候基于灵活性和功能性方面的考虑，只能选择在 ECS 上搭建相应的服务。

Chapter 3

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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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择好对应的云厂商和云产品后，在云端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软件技术（编程语
言）来开展业务开发以及后期业务迭代呢？而又是什么样的编程语言在云端最火、最时髦
呢？希望本章能让你了解和熟悉云端当前最火的编程语言。原则上，任何编程语言都能在云
端环境中运行。通过云端实践，用得比较多的还是 Java、C# 等具有 Web 框架的语言，以及
PHP、Python 所代表的脚本语言，主要原因是，云平台适合分布式应用，而这些热门的编程
语言更加轻量化，方便分布式处理。

3.1 “宇宙最火”的语言
其实在早些年，计算机刚进入中国时，互联网主要是以新浪、搜狐和网易为主的门户
网站。那时候在国内从事计算机行业的一批人，其实都是“高材生”。我记得那时候监控工
程师基本都是研究生学历。但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计算机岗位需求量呈爆发式增长，
从事 IT 相关行业的门槛越来越低，加上 IT 岗位的人才需求量巨大，且 IT 岗位有稳定的收
入来源，不少人都去参加 IT 相关培训，然后进入计算机领域。
Java 语言算是较早的编程语言，经过多年的发展，其在 C/S 领域和 B/S 领域都占有一
席之地。因为其语言的特性，适合做大型 Web 类系统，特别是在银行、金融、电商等行业
领域应用广泛。Java 语言一直在编程语言排行榜上独领风骚，但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和其
他语言的专注，Java 的市场正在被一点点侵蚀。Web 网站领域几乎被 PHP 一统天下，C/S、
嵌入式领域几乎被 C/C++ 垄断。要不是安卓的出现，Java 的命运还真不容乐观。但不管如
何，如今 Java 依然是全“宇宙最火”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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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初选择学 Java 时，对这门语言还没有清晰的认知，仅仅只是觉得 Java 难学，有挑
战性，就想尝试，所以就选择从事 Java 开发。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也证明了我的选择是
正确的。一方面，Java 作为应用场景非常多的一门后端语言，在 Linux 开源技术方面非常火
热，这能让其接触到最前沿的分布式架构技术。比如，Android 刚出来的时候特别火热，只
要会一点 Android 知识，即使没什么经验的人，月工资也能达到七八千元。这对刚毕业做开
发的人来说，其实诱惑力是非常大的。不过，我还是坚持做 Java 后端开发，其实原因也很
简单，我觉得 Android 是前端 App 开发技术，这对我本身的技术成长没有多大帮助，加上
我的兴趣点也不在前端。在技术领域，我更想要做的是分布式集群架构，这也是很多前端工
程师一直想要转后端的最主要的原因。另一方面，Java 作为一种纯面向对象的高级语言，掌
握着 Java 核心编程理念，后续若想转至 PHP 等其他编程语言，也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但 PHP 用户想往 Java 开发方向转型，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在云端实践中，几乎 80% 的 Java 应用都跑在 Tomcat 中。我们在云端很少看见 Jboss、
Weblogic 等重量级中间件（相比于 Weblogic，在云端还能偶尔看到有用户用 Jboss 部署相
关业务），因为这些重量级中间件对服务器的性能要求较高，所以一般适用于传统 IOE 那
套 老 架 构。 而 云 的 优 势 在 于 分 布 式， 所 以 在 一 台 4 核 8GB 的 ECS 上 面 跑 一 台 轻 量 级 的
Tomcat， 效 果 十 分 完 美。 另 外， 结 合 当 前 最 热 门 的 微 服 务 架 构，Spring Cloud 是 一 套 完
整的微服务解决方案。在云端结合 Docker 的实践，也是当前在云时代最流行、最火热的
做法。

3.2

硬件的天下
在编程语言的排行榜中，一般 Java、C、C++ 列居前三。与 Java 不同的是，C/C++ 是

底层语言，与硬件结合度比较高。可以用来进行一些更贴近硬件的开发（主要是性能上），
所以在 ARM 开发 / 智能家居 / 物联网 / 智能硬件等嵌入式行业应用广泛。而 C++ 相比于 C，
引入了类的概念。我们知道，Java 是一个纯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在 Java 中，一切皆对象
（这与在 Linux 中“一切皆文件”的概念差不多）。而相比于 Java，C++ 不是完全面向对象，
它保留了部分面向过程的东西。比如“指针”这个概念在 C++ 里依然强大。下面来看看 C/
C++ 的 3 个具体应用场景。
 C 语言最主要的使用领域应该是 Unix 系统开发以及某些 Unix 系统软件的相关开发，
所以常见的开源技术的源码，如 Nginx，大多数都是用 C 语言编写的。因此在云端
实践中，更多的是下载常见开源的源码包，使用 Make 编译及“ Make Install ”进行
安装，这也是云端实践中做得最多的事情。
 C 语言在嵌入式开发中，依然居于“舍我其谁”的霸主地位，主要是因为 C 语言跟
底层硬件的结合度较高。在诺基亚王国鼎盛时期，也是山寨机流行的年代，我曾在
无锡一家从事手机增值服务业务开发的公司做 Java 开发，但公司的研发主要还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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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C 语言的，主要是基于 MTK 平台做手机的嵌入式开发。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每次 C 语言开发团队加班就是等代码编译。手机硬件端主要负责基于 LBS/GPS 的定
位功能，而 Java 后端平台端主要负责数据展示查看、数据管理方面的功能（手机通
过 HTTP 请求跟后端 Java 平台做数据同步交互）。后来随着 Android 的崛起，进入了
智能机时代，那家公司也面临转型的问题，最终业务转型失败，湮没在历史的潮流
中。另外，在互联网行业中，对嵌入式工程师需求量最大的一家公司就是华为。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销售通信设备的民营通信科技公司，对于华为交换机，
搞过运维的、对硬件有过接触的人基本都听说过，华为需要大量的嵌入式研发人才
来进行开发。
 MFC 让 C++ 跟 Windows 系统底层结合得特别紧密，所以 C++ 在游戏领域特别火。
我们看到热门游戏的客户端，十之八九是用 C++ 编写的。或者 Windows 下的一些
软件 / 工具，十之八九也是用 C++ 编写的。另外，大多数游戏外挂程序也都是利用
MFC 和 C++ 开发的。以前我对游戏外挂特别痴迷，很好奇具体是通过什么样的技术
手段来实现的。其实原理也很简单，主要是通过进程钩子的方式将 DLL 放进游戏进
程中去，修改游戏参数达到“外挂”的效果。

3.3 “后台强大”的语言
C# 语言被描述成“后台强大”的语言，它和 C++、Java 一样是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
C# 能在编程语言排行榜排名前五，紧跟 Java/C/C++ 之后，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C# 是微软推
出的，C# 对 Windows 的依赖性很大。凭借 Windows 占据了操作系统的绝大市场，硬是给
C# 创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很显然，如果脱离了 Windows，就没有了 C#。
C# 与 C/C++ 不是同一层次的编程语言，C/C++ 更多偏向底层。C# 与 Java 是同一层次
的编程语言，都是基于运行库支持的，分别是 .NET 与 Java 虚拟机两大平台的代表性开发
语言。其目的是实现一次编译即可在任何系统上运行，C# 编译代码只需要系统安装了相应
的 .NET 运行库，即 .NET Framework，即可运行 .NET 程序。其生成的程序代码实际上是
中间代码，而不是像 C 或 C++ 那样编译生成机器码。对于 Java 编译代码，只要系统安装了
Java 虚拟机（Java 的运行库）即可运行，这两者是未来的主流，是应用级程序开发工具。至
少在 Windows 下，C# 依然不可替代。
C# 的应用场景跟 C++ 有部分重叠，有很多人拿 C# 与 C++ 做对比，担心 C++ 的未来
命运。如果哪一天 C# 能拿来做驱动开发，那么 C++ 也许就真的会被淘汰。
C# 傻瓜式的类库操作和面向对象编程的完美特性，确实让其成了 Windows 平台上最受
欢迎的编程语言。微软再通过种种 FrameWork 让你陷入其中，你会觉得原来编程是这么容
易的事情。所以 C# 在一些 Windows 工具中应用很广，比如黑客的 SQL 注入、DDoS 攻击
类软件方面的广泛应用。我用过的 12306 订票助手（一款客户端订票工具）也是用 C#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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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需要安装，解压就能用起来。

3.4 “胶水语言”
“胶水语言”指的是用来连接软件组件的程序设计语言，通常指脚本语言。何为“胶
水”？就是这种语言能嵌套或者粘着其他编程语言一起使用。它不仅能自己单独运行，其他
开发语言还可以单独调用它。哪里要用，就粘到哪里。而这其中，最著名的要属于 Python
语言了。已经接触过 Python 的开发人员都了解“胶水语言”的巨大优势。Python 开发的程
序工具可以很方便地嵌套到 Java、C、PHP、C# 等开发语言中进行使用。比如以下案例：
1）Ossutil 是基于 OSS API 的一款 OSS 文件操作工具，源码通过 Python 实现，它可以
实现对 OSS 文件的增、删、查、改等相应功能。在 Linux 运维中，我们可以采用“ Shell +
Ossutil ”方式来对 OS 层面的文件、文件夹做异地备份。
2）再如大家熟知的 Ansible 这款工具，源码也是基于 Python 的。我们可以通过 Java 来
调用 Ansible，以实现自动化的一些管理操作等。
Python 也是网络攻防的第一黑客语言，它正在成为编程入门教学的第一语言以及云计
算系统管理的第一语言。Python 程序员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人生苦短，我用 Python。”这
句话后面更多隐藏着 Python 设计的哲学：“优雅、明确、简单”。Python 是完全面向对象
的，函数、模块、数字、字符串都是对象，不像 Java 中还有基本类型。所以前面说的一句
话：Java 中一切皆对象，相比于 Python，Python 更加适用这句话。
Python 的主要优势还是在于代码量小、维护成本低、编程效率高。语言的特性决定了
语言的应用场景，即同样一个需求，用不同语言来实现，代码量相差很大。一般情况下，
Python 代码量是 Java 的 1/5。
在云端实践中，Python 一般会运用到以下 3 种热门场景中。
1. DevOps
说到运维、自动化运维、DevOps，Python 一直是热度最高的开发语言。基本上 Linux
系统都会默认安装 Python，加上 Python 在 Linux OS 层面有丰富的库，这是运维实现自动
化运维而替代人工运维的重要手段。比如，通过 Python 实现备份、SSH 登录、文件操作等，
其实跟 Shell 一样简单。Python 直接导入对应的 OS 库，用简单几行代码就可搞定。若想用
Java 来实现这些功能是很不容易的事，因为 Java 不擅长。所以在一些自动化的运维平台中，
我们优先选择使用 Python。在一些系统类的运维工具中（比如前面所说的 Ossutil 工具），我
们也是优先选择 Python。
在从事云端运维的这几年，我面试过很多资深的运维。他们在职业生涯发展到一定阶
段、运维领域方面的技术已经学得差不多的时候大多都会遇到同样的瓶颈，就是开发能力
的缺失，导致其没办法在自动化运维领域及技术领域做更多的事情，所以很多人希望有机
会掌握 Python 这种技术。但很多运维人员说自己熟悉 Python，我却发现最多也就是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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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写一些日常运维的基础脚本，如备份、安装配置等。在我看来，这跟熟悉了 Python
语法，写一个“ Hello World ”没什么两样。如果没有用 Python 写够几万行代码，我觉得还
是停留在学习 Python 语法的阶段。但这也是运维一直以来最大的痛点。在日常运维场景下，
没有更多需求、复杂场景能让我们写更多的 Python 代码了，这是我们一直不具备研发能力
的客观原因。所以想熟练掌握 Python，别无他法，只能从事相关的职位或进行相应的开发。
我当初学习 Python，也是因为在 DevOps 方面有需求。我花费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学习
Python 的语法和特性，然后在 OSS 的客户端工具（Windows 中基于 OSS 的一个类似 FTP 的
工具，能同步 Windows 文件目录到 OSS 中）上面做二次开发，增加新的功能。通过这个项
目，我熟练掌握了 Python 语法、特性、多线程编程。后来，阿里云官方最初的 ECS CLI 工
具，也是我带着一个 Python 开发人员写出来的。业务场景的需求、开发进度的压力促使我
掌握了这门技术，而且越来越熟练。
2. 网络爬虫
网络爬虫是 Python 擅长的强势领域。Python 所具备的爬虫框架 Scrapy、HTTP 工具包
urlib2、HTML 解析工具 Beautiful Soup，让其在爬虫方面非常高效、快捷。所以在数据分
析、数据挖掘这方面，很多公司都会选择使用 Python，Python 在这方面有先天的语言优势。
对于很多初学者来说，要想快速掌握 Python，通过爬虫来做业务场景的演示是不错的选择。
现在很多网站甚至业务中的主要数据来源都是通过爬虫来获取的。
3. 人工智能
Python 已经是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的第一语言，早就成为 Web 开发、游戏脚本、计算
机视觉、物联网管理和机器人开发的主流语言之一，随着 Python 用户的增长，它还有机会
在更多领域登顶。
在未来，云计算是基础设施，人工智能才是科技的未来。而 Python 之所以会成为人工
智能首选编程语言，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
（1）开发效率高
Python 开发的效率非常高，即用少量代码就可以做很多事。因为人工智能涉及大量的
研究，如果用 Java 的话，也许要写 200KB 的代码来测试及验证新的假说。但用 Python，用
户的每一个想法几乎都可以迅速通过二三十行代码来实现。
（2）强大的第三方库
Python 有非常强大的第三方库。基本上想通过计算机实现的任何功能都能在 Python 官
方库找到对应的支持模块，这可以有效地避免重复“造轮子”，这也是 Python 在 DevOps 领
域运用广泛的原因。因为 Python 具备强大的 OS 层的第三方库，能让我们非常高效地实现
操作系统层面的任何操作。而 Python 在人工智能领域提供了像 Scikit-learn 这样的好框架，
集成了经典的机器学习算法，这些算法是和 Python 科学包（NumPY、SciPY、Matplotlib）
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 Python 在人工智能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Python 中的机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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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人工智能这一领域中的大多数需求。
（3）灵活性强
Python 具有可移植性、可扩展性、可嵌入性等特点。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其灵活性的
应用是非常重要的。

3.5 “世界上最好”的语言
3 个程序员坐在格子间里编程。一个程序员一言不发，他用的是 Python；另一个程序员
写一会儿就按一下编译，他用的是 C++ ；还有一个程序员坐在那里浏览网页，不时飞快地
键入一些字符。经理看到，怒道：“你怎么不干活！尽在上网”。这个程序员回答：“我在查
实现这个功能需要用什么函数。”他用的是 PHP。
通过上面的例子从侧面可以看出来，“ PHP 是世界上最好的语言”已成为程序员茶余饭
后的搞笑话题。更多不是说 PHP 有多好，更多是众多使用过 PHP 的开发者对这门编程语言
的缺陷的笑谈。所以只有当你真正使用过 PHP，深入体会到 PHP 的一些缺陷（比如 PHP 的核
心函数命名很不一致）后，才能真正明白那一句“ PHP 是世界上最好的语言”的好笑之处。
目前，PHP 虽然已没有昔日的辉煌，但还算不上落寞，依然是编程语言排行榜的前十。
其主要应用在 Web 领域，在中小型 Web 开发方面特别高效。完成同一个 Web 开发，其所需
的代码量相当于 Java 的三分之一。
在云端实践中，LAMP（Linux+Apache+MySQL+PHP）、LNMP（Linux+Nginx+MySQL+
PHP）依然是成熟的热门架构。我们可以看到，PHP 和 Java 在云端仍是出场频率最高的两
种语言。在云端实践中，PHP 相比于 Java，在 Web 应用方面有以下 3 个优点：
1. 性能好
FastCGI PHP-FPM 多进程模式，相比于单进程、多线程的 Tomcat 模式，其性能要好很
多。在多进程模式中，我们可以根据服务器配置（不管是低配还是中高配），合理灵活地规
划进程数（比如 4 核 8GB，按照 PHP 一个进程消耗 30MB 内存进行预估，建议配置 256 个
进程。而 8 核 16GB，建议配置 512 个进程），并且 PHP-FPM 中静态和动态管理进程的方式
能够提升进程的稳定性及抗并发能力。而 Tomcat 是一个轻量级中间件，一般单台 Tomcat
的极限并发能力在 1000 左右。所以单台 Tomcat 适合部署在中低配的服务器配置中，比如 4
核 8GB 是部署单台 Tomcat 的完美服务器配置；而在 8 核 16GB 等中高配的服务器配置中，
运行单台 Tomcat 往往会造成服务器的性能浪费；对于中高配的服务器，要想把服务器性能
都利用起来，不让服务器的配置浪费，一般要在中高配服务器中跑多个 Tomcat。
2. 无须相关的编译操作
PHP 是脚本语言，我们不需要做相关的编译操作。而 Java 的运行需要先把 Java 源代码
文件编译成 class 二进制文件。所以在 PHP 的发布部署、变更中，我们只需要替换以前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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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就能即刻验证。但在 Java 应用中，比如 Tomcat，变更代码后需要重启。所以日常维护管
理中，PHP 相比于 Java 来说要简单些。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算是 Java 的安全性优点，
Java 运行的都是二进制语言，可以保护源代码。
3. 集成简单
PHP 和 MySQL、Memcache、Redis 的集成很简单，甚至直接在 php.ini 配置文件中简
单配置一下就能将 Session 存放在本地磁盘或者 Memcache、Redis 中。而 Java 做 Session 的
集中化管理就没这么简单了，需要通过代码来实现。

3.6

最适合高并发的语言
2016 年的年度最火语言是 Go 语言，Go 语言几乎已经成为高性能、高并发的代名词。

截 至 今 年（2019 年），Go 语 言 的 火 热 程 度 仅 次 于 Python。 在 后 端 应 用 中（包 括 我 公 司 的
CloudCare 系列产品），更多人选择用 Go 语言来替换 Java，以避免 Java 占用系统性能资源
过多。
Go 语言特别适合编写一些有性能瓶颈的业务，内存占用也非常少。其近 C 语言的执行
性能、近解析型语言的开发效率以及近乎完美的编译速度，使其风靡全球。特别是在云项目
中，大部分都使用了 Golang 进行开发。比如国内第一个“勇于吃螃蟹”的，七牛云平台就
在产品中大规模地应用 Go，而开发效率和系统稳定性等客观数据也在持续证明这一选择的
正确性。很多人将 Go 语言称为“21 世纪的 C 语言”，因为 Go 语言不仅拥有 C 语言的简洁
和性能，而且还提供 21 世纪互联网环境下服务端开发的各种实用特性，让开发者在语言级
别就可以方便地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3.7

唯一的前后端语言
我们知道，JavaScript 是一门前端语言。以前我做 Java 开发的时候，热门的前端框架是

jQuery、Ext，现在比较热门的前端框架是 Angular、Vue。
而什么是 Node.js ？ Node.js 是一个基于 Chrome V8 引擎的 JavaScript 运行环境。Node.
js 使用了一个事件驱动、非阻塞式 I/O 的模型，使其轻量又高效。简单地说，Node.js 就是
运行在服务端的 JavaScript，它让 JavaScript 既是前端语言又是后端语言。
前 几 年 Node.js 如 火 如 荼， 最 近 一 两 年 热 度 下 去 了 一 些。Node.js 刚 出 来 的 时 候， 有
人 说 Node 将 要 取 代 Java， 也 有 人 说 Node 要 取 代 PHP， 甚 至 还 存 在 JavaScript 会 统 一 编
程语言这样的言论。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时“ Node.js+MongoDB ”敏捷开发的概念特
别火，搞得我这个多年不做开发的人都忍不住去一探究竟。当时人们都在探讨“ Node.
js+MongoDB ”将要取代 PHP+MySQL 做网站开发、“ Node.js+MongoDB ”是如此高效等话
题。现在这些讨论趋于平淡。毕竟，用 Node 的基本都是一些前端开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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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诀窍
在云端实践中，采用 Node.js 做网站类开发的还算比较常见。所以在 ECS 中安装
Node.js，配置 NPM（Node.js 包管理工具）也是常见的运维部署事项。值得注意的是，
Node 前期没有专门的进程管理工具，一般采用“ Shell+nohup ”方式来管理 Node 进程，
或者采用 Supervisor 专门的进程管理工具来对 Node 进程进行管理。后来 Node 推出了
PM2—一款专门管理 Node 进程的工具（类似 PHP 的进程管理工具 PHP-FPM），这让
Node 在云端的维护管理变得规范化。

3.8

不可替代的机器语言
机器语言是计算机能直接运行的语言，即二进制语言。虽然汇编语言介于 C 语言和机

器语言之间，属于低级语言，但在我看来汇编语言就属于机器语言了，虽然它需要编译，但
是执行起来和机器语言没有大的区别。而高级语言是依赖操作环境的，比如 Java、Python、
PHP 等，都需要在操作系统中安装代码运行环境。
汇编语言的传统应用场景主要有两个：
 在单片机编程里面，使用汇编语言，直接操作硬件。
 在高级语言编程中，专门针对某些额外影响性能的关键函数使用汇编语言改写，进
行代码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