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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架构的发展

微服务带来的问题：

• 对框架和技术要求更高

• 模块增加，运维部署复杂

• 发布次数变快，开发运维协作成本增加

微服务 是 系统架构自然演进的一种方向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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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 与 DevOps 是二而一 的事情

DevOps 用来平衡 微服务化 带来的 速度和质量问题

运维需要 保证质量 开发需要 快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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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ps 是一个 流程规范制定 和 工具自动化 的过程

通过流程化、工具化，解决了软件交付的最后一公里 问题

DevOps 的过程 究竟是什么？



流程规范 其实是 软件开发过程 及 团队关系的 梳理

要做DevOps，先梳理好公司内部的 软件开发流程规范

软件开发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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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 最合适的 DevOps 工具？

将 流程规范 通过一系列工具 与运维管理系统打通

如何选择 DevOps工具：

• 工具太多，缺少完整的解决方案，如何选择？ 兼容性？易用性？

• 有自己的业务流程，如何做到定制化？

• 已经有部分Devops模块，如何兼容这部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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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 DevOps工具体系 — Tencent Hub

Tencent Hub 设计理念：

• 开箱即用：体系化的 DevOps 解决方案

• 灵活性：支持自定义工作流任务

• 易用性：多样化使用方式，插件扩展容易

• 兼容性：不打破原有的DevOps流程

• 开放性：WorkFlow +Registery 开源
Tgit

插件

WorkFlow

插件 插件

内部服务

Tencent Hub 涵盖了完整的DevOps工具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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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cent Hub — WorkFlow概念

WorkFlow是一个工作流管理系统，将

DevOps中的各个环节串联起来
能否适应流程快速变更 是判断DevOps是

否优秀的标准之一



Tencent Hub — WorkFlow架构

WorkFlow构成：

• WorkFlow Engine

• WorkFlow 插件

• WorkFlow 通用插件库



Tencent Hub  — WorkFlow Engine

[Job
]

workflow是基于Tencent Hub的流式任务执行引擎。用户可以选择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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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器镜像 或Service API，执行 Job 即运行指定

的 任务。Job之间有相互订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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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Flow Engine 优势：

• 灵活性：自定义的流程任务（并行、串行）

• 易用性：支持UI编辑、API/CLI调用、Yaml导入

• 功能完整度：任务暂停、启动，日志，Session传递……

[Stage] [End][Pause][Stage][Start]



Tencent Hub — WorkFlow插件

以容器为核心 的插件设计机制

WorkFlow 插件优势：

• 工作插件抽象为容器镜像, 易于共享

• 插件不依赖具体语言, 团队可以采用自己熟悉的语言进行组件开发

• 用户只要有基本的容器使用经验就可以很快地上手workflow, 没有复杂的插件定义规范

• 提供常见语言和功能的组件

Container Registry The Other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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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cent Hub — WorkFlow 通用插件库

丰富的多语言插件库，做到开箱即用



Tencent Hub — 极简的 WorkFlow 插件规范

16

输入值

3 • Task 通过获取环境变量而获取 Component 的输入值。

1

• 输入值为 Key = Value 的形式。

• Key 的命名符合系统环境变量的原则；Value 可以是数字或字符串，字符串的格式可以为 JSON 或者 YAML 等格

式。

2
• 输入值通过设置为容器的环境变量导入到 DevOps Component 中。

• 如果输入值同系统环境变量同名则覆盖容器镜像内的默认环境变量。

输出值

2
• 输出值输出到系统标准输出<stdout>中。

• CRESULT = false/true 为保留的输出值，表示 Component 的运行结果是正确/失败。

1

• 输出值为 Key = Value 的形式。

• Key 的命名符合系统环境变量的原则；Value 可以是数字或字符串，字符串的格式可以为 JSON 或者 YAML 等格

式。



Tencent Hub — Registry

• 用户在 Tencent Hub 中可以存储多类型文件并进行版本管理。

• 支持Code、Docker image、Binary、Helm charts等多种类型文件

。

• 和腾讯云已有基础服务/ DevOps 服务打通

DevOps中间产物 综合仓库



• 组织(Organization) 、 用户组(Team) 和 用户(User) 三级组织结构管理仓库权限。

• 用户的仓库可以保存多种文件类型（Code、ContrainerImages、Artifact、HelmCharts、Workflow）及版本管

理。

• 用户的每个仓库包含基本配置 、Webhook 、 日志和静态扫描等设置项和功能。

• 仓库文件内容上传下载提供CLI命令行/Restful API方式。

Tencent Hub — Reg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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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cent Hub — Registry 架构

Dashboard

Docker,Curl
云APL

云APL Adapter hub.cloud.tencent.com/v2访问docker镜像

hub.cloud.tencent.com/generic访问其他普通文件数据

hub.cloud.tencent.com/api 用户、权限、回调、UI等

CI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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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inx

distri-
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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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JWT

Auth

ACLwebhook

Account

Repo

Clair

Controller

Auth插件化，可以通过CAM/LDAP等进行鉴权。

默认实现实现一个acl权限系统

TencentHub

StrageEngine

fs cos PG
My-
SQL

Data
::443

Control only
::80/api

::4000



Tencent Hub — 腾讯内部DevOps 开放

代码托管自动化运维 持续集成

移动端测试自动化测试

更多 能力持续接入中……



Tencent Hub — QT4A-Android自动化测试服务

App Quick Test For Android，腾讯自研android自动化测试框架，腾讯内部产品使用沉淀多年，支持包括QQ、

QQ空间、QQ视频、微信香港钱包、腾讯理财通等一系列产品的自动化测试。

无需编译插桩
支持代码混淆

多进程App测试
跨APP测试

支持自定义控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