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ho am i ?



DevOps 的价值

    DevOps is "a portmanteau of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s'" and is "a software 
development method that stresses 
communications, collaboration, integration, 
autom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cooperation 
between software developers and other IT 
professionals".

-From Wikipedia

DevOps 的理念契合云时代开发运维体系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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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重新定义开发、运维、测试等人员的工作边界

！？  实现了自动化，如何保证可控性与安全性

！？  企业的原有各种系统，如何兼容和并存

！？  要适配各类业务场景，如何降低二次开发的门槛

DevOps 面临的问题



一个公司或组织的经济形态决定了 DevOps 的路径

什么决定了 DevOps 的形态？



Tencent Hub —— 一站式的 Kubernetes 编排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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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部署服务

• 托管服务 —— 支持存储多种格式的资源，无缝对接腾讯云对象存储服务

• DevOps引擎 —— 快速实现构建、测试、部署等DevOps流程



托管服务 —— Artifact 和 Image

Artifact 托管：支持对接多种存储引擎，并根据需求创建任意级目录存储文件

Docker Image 托管：支持 Docker 容器镜像格式的存储和管理，支持通过公共市场的方式在公司内部共享公共组件



托管服务 —— Helm Chart

1、集成 Helm Chart 编辑器，方便开发人员编写和测

试

2、支持 Helm Chart Repository 协议存取文件



DevOps 引擎

通用的编排逻辑 -- Workflow

通用的插件机制 -- Component

通用的执行方式 -- Kubernetes



DevOps 引擎 —— Workflow/ Stage/ Job

[Job]

Tencent Hub的任务编排引擎。将任务分解为不同 stage 的多个 jobs，执行更

加高效、敏捷，是最佳的 DevOps 解决方案之一。

[workflow] 一组 DevOps Task 编排为一个 workflow。

[stage] workflow 中的不同阶段工作划分为不同的 stage ，stage 有 4 种类型：

start/normal/pause/end 。在 normal 的 stage 上使用 job 执行具体的 DevOps 

Task ，有顺序执行和并行执行两种方式。

[Job] 每个Job 对应一个 Component 或 Service API，执行 Job 即运行指定的 

Component 。Job 之间有相互订阅关系。

[Component] Job 中执行任务的容器镜像，定义了输入及输出，完成用户的

测试/编译/测试/部署/自定义任务。

[Stag

e]
[Start] [End][Paus

e]

https://{domain}/v1/{namespace}/{project}/flow/{flow}/{tag}



DevOps 引擎 —— 支持以 yaml 格式编排



DevOps 引擎 —— Job 级别的上下文传递

[Base Image] https://hub.docker.com/r/phusion/baseimage

Reserved environment variable [JOB_DATA] for transfer data into container, user could define more variables and 

we suggest all variable name prefix with [JOB_].

JOB_DATA

JOB_XXXX

JOB_YYYY

…

DevOps Process

STDOUT FORMAT

[COUT] JOB_RESULT = ... 

stdout

stderr

return code

JOB_RESULT

JOB_AAAA

JOB_BBBB

…



容器化设计

• 隔离，保证任务独占一个安全的执行环境

• 复用，共享component减少重复准备环境的工作

• 标准，组件的开发维护与 Docker 构建一样

• 平滑，已有的 DevOps 任务可通过容器快速进行封装

• 维护，工作流由 K8S 管理调度保证稳定性和可用性



• 系统组件容器化、工作流容器化，由 Kubernetes 托管，不依赖任何 IAAS 层

• 自研 Workflow DAG Controller 实现工作流的形式标准化和管理统一化

基于 Kubern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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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Kubernetes

K8S集群

Deployment

DaemontSet

K8S集群

Deployment

DaemontSet

K8S集群

Deployment

DaemontSet

镜像管理

二进制文件
CD Component

Helm Chart

新旧替换

健康检查

流量切换

功能测试

版本保留

干预机制部署编排

制品仓库 资源管理

应用服务



一切基于工作流 —— 稍后的 Workshop 会提供讲解分析

全 CI/CD 流程范例



解决方案

master

开发人员B

开发人员A

branch

扫描 构建

制品 测试

发布管理

测试环境

生产环境

branch
branch

代码审查

交付

发布



核心理念

• 托管与编排，服务K8S

• 基于但不限于K8S，插入式兼容

• 工作流承载一切 DevOps 流程

• 容器即组件，兼顾易用性和标准性



助力腾讯内部上云

腾讯工蜂

Tencent
Hub

Code Dog

腾讯云
开发者平台

腾讯云
TKE 服务

织云

WeTest / QTA

企业级 Git 管理
平台

腾讯云 DevOps
集成套件

代码前置扫描
工具

腾讯一站式开发
解决方案

腾讯自动化测试和
云真机解决方案

企业级运维管理
解决方案

企业级容器云方
解决案

腾讯云企业级 DevOps 解决方案

为互联网、金融、游戏、政务、教育、交通、工业用户

提供企业级云原生 DevOps 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