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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数亿视频
播放量—
秒拍播放链路优化实践

作者：王雪燕

来源：51CTO

最上层是Web、APP及微博和其他合作方的合

作。它们直接面向用户，为用户提供最直接的产

品服务。

第二层是直接面向服务的业务逻辑API，提供

活动和视频列表、用户列表等直观体现产品和业

务逻辑的数据展现。

第三层是用户、视频等一系列细分、相对独立

于业务逻辑的服务。

当前，我们正处于信息飞速发展的碎片化阅读

时代，综合图文优势的短视频越来越受到大

众青睐。2017年，各大互联网巨头陆续进军短视

频领域，短视频的火爆超出很多人的预期。短视

频真正较量的是内容和用户体验。一下科技旗下

的秒拍和小咖秀作为短视频行业的先行者，截至

目前，日播放量峰值突破30亿次，日上传量峰值

达200万。它们是如何做到用户体验不受上传和

播放质量影响的呢？

近日，51CTO 以“Tech Neo”为主题的技术

沙龙第十五期在北京举行，此次活动邀请了来自

一下科技的架构师贾朝藤。他于2014年加入秒

拍，推进了秒拍上云，可视化日志分析，基础架

构改造和服务化改造、服务调优等工作。并热衷

各种基础设施实践，性能调优，高并发场景下服

务全链路的可用性保障。从他的分享中，我们可

以了解到秒拍在播放链路方面的优化实践。

秒拍后端服务的技术架构

我们先来看看秒拍后端服务基本的技术架构，

从上至下分为四层，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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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层 是 基 础 服 务 ， 如 关 系 服 务 、 计 数 服 务 、 搜 索 服

务、Push服务、推荐服务、敏感词过滤服务、Feed、存储等。

在整个服务流程中，上传和播放是很核心的业务。如下图，是

播放之前资源上传的流程：

由客户端向业务逻辑服务器发出上传申请，业务逻辑服务器告

知采用哪个上传点进行上传。

七牛或新浪S3分别负责存储上

传的分片，再由上传端请求合

并，由业务服务器接收视频传完

之后的回调，进行状态的更新，

此时整个视频从物理资源到业务

状态处理完毕。

紧接着进行转码和截图处理，

进入上传后的服务处理流程。

其中，存储主要是依赖第三

方，视频截图、视频转码等服务

主要采用自研服务。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资源上传

过程中需要做很多优化。

当前，手机端的功能很强大，

足以支撑用户随意预览，更换各

种特效。比如特效的预览，将视

频特效编辑和预览放到手机端进

行，一方面客户可以直观体验视

频效果，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

客户端运算资源，减少服务转码

的处理压力。还有视频拍摄与编

辑完后的转码压缩，也会在客户

端做初步处理，再向业务服务器

上传，然后转码服务再做二次处

理，借此来进行视频文件瘦身，

降低用户流量消耗，提升用户上

传速度。

在视频生产端，我们有对拍

摄、编辑、客户端转码、上传进

行打点上报等相关统计，用于对

生产端各环节的效率监测，推进

各环节不断优化，以及每个环节

优化后从数据上可见的效果改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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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调度历史演进

综上是播放之前资源上传的一些优化方式方

法，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播放&调度。秒拍的播

放&调度共经历了三个比较大的版本：

业务逻辑直接返回播放地址，是播放流程最简

化版

这也是最初的版本，在业务上线初期，从视频

上传量到播放量都处于积累期，上传和播放效率

是我们比较关心的问题，但当前最大的痛点是产

品形态必须符合市场需求。这一版主要是由客户

端直接请求业务API返回的视频资源地址，基于

HTTP协议，下载之后直接播放。

基于探测点，CDN日志离线计算CDN质量，

调度切量，是播放流程的进化版

随着业务发展，视频日上传量和播放量越来越

大，播放效率变得尤为重要，因为会直接影响到

用户对产品的体验。

这时，我们新增了不同地域加探测点探测播放

及下载质量，采集数据点进行质量分发，同时我

们也会拿来CDN的下载请求日志进行分析和调

度，这一版调度由离线运算判断最优结果，然后

业务逻辑API返回播放地址，客户端直接进行播

放。

第三版是独立调度服务，实时+离线判断播放

质量，进行调度。

基于上一版的研究，我们基于Nginx+Lua抽出

来相对独立的调度服务，非常轻的处理逻辑，采

集端上的播放质量，对用户所处省、市、地区、

运营商的不同家CDN质量进行比对，然后给用户

最终最优的CDN地址。

除播放质量外，还会采集失败率、播放量之类

的一系列参数和指标，进行分析或故障快速恢

复、转移，防止合作CDN厂商的节点负载过高，

对播放速度造成影响。

另外调度服务还会做一些业务策略上的处理，

比如涉嫌违规的视频，在返回播放地址时做出判

断，同时删除源站视频及清理CDN缓存。

进化版还在自有IP库及IP库数据更新维护、防

劫持与数据上报&日志分析等方面进行了迭代调

优。

如下，当前秒拍正在使用的调度系统简化图：

在播放调度方面，我们与多家CDN厂商合作，

进行质量调度，实现快速接入，进而达到快速返

回、弱业务逻辑、轻量，高效、灵活可控。

不可预测的黑天鹅

在业务发展和服务演进过程中一定会遇到不可

预测的黑天鹅，如业务内网中断，七牛宁波光纤

被挖断等。

为了避免源站出故障影响服务的正常进行，我

们采用了多个源站方案，当某源站出现问题，可

随时进行切换，同时各源站之间能够实现跨源站

备份。

在上传方面，也布设了多上传点，灵活分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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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点，保证用户可以正常上传。

在播放方面，对服务进行可用性检测，更及时

地调度节点反馈。对于播放质量调度，可根据质

量服务，调用最优的CDN。

海量日志分析和监控

秒拍日志的构成主要有：serveraccess 

log、error log、service log、app log、用户 

log 等。

传统日志分析的痛点有以下几方面：

• 日志量太大、单日志分析太慢、日志分布在不同服

务集群、不同节点无法快速定位服务节点。

• 上下游状态不可知、定位问题、场景分析效率太

低。

• 故障之后惊群效应、一处反馈、多个组(部门)响应

排查、耗费精力。

针对传统日志分析的痛点，秒拍布设了实时日

志分析系统，如下图是部分细节展示：

ELK实时日志分析系统的主要作用是，当业务

日志进来之后可以直接对其进行分析，以图表化

的方式，快速反馈各项服务状态和一些统计信

息。当出现问题时可快速感知，同时还有基于

ELK的服务监控。

结合ELK，系统整合内部监控与告警平台，实

现整个视频拍摄、编辑、上传、转码、分发、播

放的可视化指标对比，保证整个链路的效率，与

对相关metric的实时告警，保证服务的稳定性与

可用性。

播放业务不可缺少的一环

视频和图片在编码、转码的质量，对播放会产

生直接的影响。转码服务是播放业务不可缺少的

一环，如下图是整个转码服务的流程图：

当用户上传视频之后，不同业务端会通过在线

或离线的方式提交转码任务，由转码服务进行异

步转码，转出不同规格的视频或封面，提供给不

同的合作方、不同的列表页形态下进行展示。

视频规格有多码流、16:9、webp、隐水印

等，转码过程要在不影响视频清晰度、视频质量

的同时把文件大小、码率等参数控制在最优。这

样一来，从流量、加载速度等方面都可以持续调

优，让用户流畅清晰地看视频，也能节省很多流

量。

在多码流这一块，秒拍采用了变码率方案，根

据视频内容去适配码率，来控制视频编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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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高并发降温-美团高性能、高可

靠四层负载均衡MGW优化实践

负载均衡是实现网络就近接

入的核心技术之一，它的

作用是把海量涌入的流量相对均

匀的调配到N个可完成相同任务

的网络节点或服务器，来规避载

压不均的状况。负载均衡作为应

用流量的入口，直接影响应用的

性能和可靠性。

近日，51CTO 以“Tech 

Neo”为主题的第十五期技术沙

龙在北京举行，本次沙龙邀请了

来自美团云负载均衡网关MGW

产品研发负责人王伟。他拥有多

年负载均衡系统的一线实施经

验，主导并推进MGW（美团四

层负载均衡）的技术选型以及性

能优化工作。本文中，我们可以

了解到承载美团点评数十 Gbps

的流量、上千万的并发连接的

MGW、如何实现高性能、高可

靠的详尽优化过程等。

负载均衡的作用及分类

互联网初期阶段，业务逻辑

简单、流量不大，单台服务器就

可满足日常需求。随着互联网的

发展，业务不仅会流量爆发、逻

辑越来越复杂且对可靠性的需求

也逐步递增。这时，就需要多台

服务器来应对单台服务器在性

能、单点等方面凸显出来的问

题，进行性能的水平扩展和灾

备。但客户端的流量要如何顺利

访问到这么多不同的服务器是个

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可选择使用

DNS做负载，对客户端不同IP

地址进行解析，使得流量直接到

达不同的应用服务器。但这个调

度策略相对简单却不能很好的满

足业务需求，当改变调度策划

后，DNS各级节点的缓存不能

及时在客户端生效，会导致很严

重的延时性问题。这时可选择使

用负载均衡，如下图：

如图所示，客户端的流量先到

达负载均衡服务器，再由负载均

衡服务器采用一些调度算法，把

流量分发到不同的应用服务器。

与此同时，负载均衡服务器对应

用服务器进行周期性健康检查，

一旦查出故障节点，直接剔除，

进而保证应用的高可用。

负载均衡分为四层和七层两

种，如下图：

四层负载均衡的核心是转发，

收到客户端流量，对数据包地址

信息进行修改后，转发到应用服

作者：王雪燕

来源：51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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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器，整个过程均在OSI模型的传输层完成。

七层复杂均衡的核心是代理，当接收到客户端

的流量后，通过完整的TCP/IP协议栈对应用层流

量进行解析。之后，基于调度算法选择合适的应

用服务器，并与应用服务器建立连接将请求发

送，整个过程在OSI模型的应用层完成。

四层负载均衡的转发模式

转发是四层负载均衡的主要工作，目前主要有

四种转发模式：DR模式、NAT模式、TUNNEL模

式和FULLNAT模式。如下是四种转发模式的优缺

点对比图表：

从图中可以直观的看到四种转发模式的优缺

点，DR模式（三角传输）的实现方式是修改数据

包的目的MAC地址；NAT模式的实现方式是修改

数据包的目的IP地址；TUNNEL模式的实现方式

和DR相同，但要求应用服务器必须支持TUNNEL

功能。

美团点评最终选择FULLNAT作为MGW的转发

模式，它是在NAT模式的基础上做一次源地址转

换（即SNAT）。此模式的优势在于可使应答流量

经过正常三层路由回归负载均衡，负载均衡就不

需以网管的形式存在于网络中，进而降低了对网

络环境的要求。不足之处在于做SNAT，应用服务

器会出现丢失客户端的真实IP地址的情况。

如下图，是FULLNAT转发模式的具体实现流

程：

如图在负载均衡上布设localip池，做SNAT的

过程中，源IP取自其中。当客户端流量到达负载均

衡设备，负载均衡依据调度策略在应用服务器池

中选择一个应用服务器，将数据包的目的IP改为应

用服务器IP。同时从localip池中选择一个localip

将数据包的源IP改为localip，这样应用服务器在

应答时，目的IP是localip，而localip是真实存在

于负载均衡上的IP地址，因此可以经过正常的三层

路由到达负载均衡。

与NAT模式相比，FULLNAT模式会多做一次

SNAT，过程中还有选端口的操作，在性能方面要

稍弱于NAT模式，但FULLNAT模式在网络适应性

方面要占优势。

采用高性能、高可靠四层负载均衡的原因

为什么美团点评会选择自研的四层负载均衡

呢？主要有两个原因：

• 业务流量递增，LVS出现性能瓶颈及运维成本的上

升。

• 采用硬件负载均衡，成本是门槛。

LVS方面，美团点评最初的方式是使用LVS做

四层负载均衡、Nginx做七层负载均衡。如上图所

示，流量高速增长，LVS在性能上出现瓶颈，故

障率增加。

探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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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硬件负载均衡方面，凸显出来的问题有三方

面：异常高的硬件成本、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

综合这两个原因，美团点评决定自研四层负载

均衡MGW来替换LVS，MGW需要满足高性能、

高可靠两个特性。那么如何实现高性能、高可靠

呢？

MGW实现高性能的四大问题和解决方法

对比LVS的一些性能瓶颈，我们可以直观了解

MGW实现高性能的解决方法。这里主要涉及LVS

遇到的中断、过长的协议栈路径、锁和上下文切

换这四大问题，MGW应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分

别是PMD驱动、Kernelbypass、无锁的设计和

CPU绑定、隔离。

中断

LVS是做在内核中的，而内核在设计时要兼顾

通用性，所以采用中断的方式感知流量的接收。

中断对LVS性能的影响非常大，如果每秒处理

500万数据包，每5个数据包产生一个硬件中断，

那么一秒会产生100万个硬件中断，每一次产生

的硬件中断都会打断正在进行密集计算的负载均

衡程序，中间产生大量的cache miss，这对性能

的影响非常大。

过长协议栈路径

因为LVS是基于内核netfilter开发的应用程

序，而netfilter是运行在内核协议栈的一个钩子框

架。当数据包到达LVS时，要经过一段很长的协

议栈处理。实际情况是负载均衡在接到流量以

后，只需对MAC、IP、端口进行修改发出即可，

并不需要这段处理来增加额外的消耗。

针对中断和过长协议栈路径这两个问题的解决

方法是采用由DPDK提供的用户态PMD驱动以及

做Kernelbypass。DPDK在设计过程中，使用了

大量硬件特性，如numa、 memory channel、 

DDIO等对性能提升很大。同时提供网络方面的

库，进而减小开发难度，提升开发效率。这些都

是美团点评选择DPDK作为MGW的开发框架的因

素。

锁

内核是较通用的应用程序，为了兼顾不同硬

件，在设计过程中会加一些锁。而自主研发只需

对某些特定场景进行定制设计，不用兼顾很多硬

件，进而通过一些方法去掉锁，实现完全无锁的

状态，方便后续扩展。

先来看看什么情况需要进行锁的设计。首先介

绍一下RSS（Receive Side Scaling），RSS是

一个通过数据包的元组信息将数据包散列到不同

网卡队列的功能，这时不同CPU再去对应的网卡

队列读取数据进行处理，就可充分利用CPU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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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W使用的是FULLNAT模式，会将数据包的

元组信息全部改变。这样同一个连接，请求和应

答方向的数据包有可能会被RSS散列到不同的网

卡队列中，在不同的网卡队列也就意味着在被不

同的CPU进行处理，这时在访问session结构就需

要对这个结构进行加锁保护。

解决这个问题，一般情况下有如下两种方案：

• 在做SNAT选端口时，通过选择一个端口lport0让

RSS(cip0, cport0, vip0, vport0) = RSS(dip0, 

dport0, lip0, lport0)相等。

• 为每个CPU分配一个localip，做SNAT选IP时，不

同CPU选择自有的localip，当应答回来后，再通过lip

和CPU的映射关系，将指定目的IP的数据包送到指定

队列上。

由于第二种方法恰好可被网卡的flow director

特性支持，因此MCW选择第二种方法来去掉

session结构的锁。

flow director可依据一定策略将指定的数据包

送到指定网卡队列，其在网卡中的优先级要比

RSS高，因此在做初始化的时候就为每个CPU分

配一个localip：

• 如为cpu0分配lip0，为cpu1分配lip1，为cpu2分

配lip2，为cpu3分配lip3。 当一个请求包（cip0, 

cport0, vip0, vport0）到达负载均衡后，被RSS散列

到了队列0上，这时这个包被cpu0处理。

• cpu0在对其做fullnat时，选择cpu0自己的localip 

lip0，然后将数据包（lip0, lport0, dip0, dport0）发

到应用服务器，在应用服务器应答后，应答数据包

（dip0, dport0, lip0,lport0）被发到负载均衡服务

器。

这样就可以在flow director下一条将目的IP为

lip0的数据包发送到队列0的规则，这样应答数据

包就会被送到队列0让cpu0处理。这时CPU在对

同一个连接两个方向的数据包进行处理的时候就

是完全串行的一个操作，也就不需再对session结

构进行加锁保护。

上下文切换

针对上下文切换的问题，MGW设计有对CPU

进行分组，实现控制平面与数据平面完全分离的

状态，可以很好的避免数据平面做处理时被打断

的现象，如下图所示：

同时，对数据平面CPU进行隔离，实现控制平

面进程不会调度数据平面这组CPU；对数据平面

线程进行CPU绑定，实现每个数据线程独占一个

CPU。控制平面的程序均跑在控制平面的CPU

上，如Linux kernel、 SSH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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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W实现高可靠的解决方法

这里主要介绍在MGW集群、MGW单机及应用

服务器这三层实现高可靠的方法。

MGW集群

集群的高可靠主要涉及三部分：session同

步、故障切换、故障恢复与扩容。如下图所

示，MGW采用ECMP+OSPF的模式组成集群：

ECMP的作用是将数据包散列到集群中各个节

点，再通过OSPF保证单台机器故障以后将这台机

器的路由动态的剔除出去，这样ECMP就不会再

给 这 台 机 器 分 发 流 量 ， 也 就 做 到 了 动 态 的

failover。

session同步

传统ECMP在算法方面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当

复杂均衡集群中节点数量发生变化时，会导致大

部分流量的路径发生改变，发生改变的流量到达

其他MGW节点上，找不到自身的session结构，

就会导致大量的连接出现异常，对业务影响很

大，且当在对集群做升级操作时会将每个节点都

进行一次下线操作，这样就加重了这个问题的影

响。

传统的解决方式是使用支持一致性hash的交换

机，如下图所示。

传统的解决方式是使用支持一致性hash的交换

机，当节点发生变化的时候，只对发生变化的节

点上面的连接会有影响，其他连接都会保持正

常，但是支持这种算法的交换机比较少，并且也

没有完全实现高可用，因此需要做集群间的

session同步功能，如下图所示：

集群中每个节点都会全量的将自身session进

行同步，使集群中每个节点都维护一份全局

session表。这样一来，当节点发生变化，流量路

径无论发生任何形式的改变，流量都可以找到自

身的session结构。

下面，故障切换与故障恢复及扩容是在做集群

间的session同步功能的整个过程中首要考虑的两

大问题。

故障切换

针对故障切换问题，当机器发生故障后，交换

机可立刻将流量切到其他机器，避免大量丢包的

情况。经过调研测试，MGW采用如下图所示的操

作方法，可做到升级操作0丢包，主程序故障0丢

包，其他异常（网线等）会有一个最长500ms的

丢包，因为这种异常需要靠自检程序去检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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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检程序的周期是500ms。

具体包括如下四方面内容：

交换机侧不使用虚拟接口。全部使用物理接口

且服务器侧对接口进行断电时，交换机会瞬间将

流量切换到其他机器。通过100ms发两个包的测

试（客户端和服务端各发一个），表明这种操作

方法可实现0丢包。

半秒一次机器健康自检。故障切换主要依赖于

交换机的感知，当服务器上出现异常，交换机感

知不到时，交换机就无法进行故障切换操作，因

此需要一个健康自检程序，每半秒进行一次健康

自检，当发现服务器存在异常时就对服务器执行

网口断电操作，从而将流量立刻切走。

检测到故障自动给网口断电。故障切换主要依

赖于网口断电操作且网卡驱动是跑在主程序里面

的，当主程序挂掉以后，就无法再对网口执行断

电操作。

主进程会捕获异常信号。针对主程序挂掉后，

就无法再对网口执行断电操作的现象，主进程会

捕获异常信号，当发现异常时就对网卡进行断电

操作，在断电操作结束后再继续将信号发给系统

进行处理。

故障恢复与扩容

系统进行故障恢复、扩容操作时，会使得集群

节点数量发生变化，进一步导致流量路径发生变

化。

因为已经发生变化的流量到达集群中原有节点

时，原有节点都维护一个全局session表，所以这

些流量是可以被正常转发的；但当流量到达一个

新机器，这台新机器由于没有全局session表，这

部分流量会全部被丢弃。

针对这个问题，MGW在上线后会经历预上线

的中间状态，此状态下，MGW不会让交换机感知

到自己上线，所以交换机也就不会把流量切过

来。

实现流程是首先MGW会对集群中其他节点发

送批量同步的请求，其他节点收到请求以后会将

自己的session全量同步到新上线的节点，新上线

节点在收到全部session以后才会让交换机感知到

自己上线，这时交换机再将流量切入，就可正常

被转发。

这里需要提醒两点：

其一：由于集群中并没有一个主控节点来维护

一个全局的状态，如果request报数据丢失或者

session同步的数据丢失的话，那么新上线节点就

没办法维护一个全局的session状态。但考虑到所

有节点都维护着一个全局的session表，因此所有

节点拥有的session数量都是相同的，那么就可以

在所有节点每次做完批量同步以后发送一个finish

消息，finish消息中带着自己拥有的session数

量。当新上线节点收到finish消息以后，便会以自

己的session数量与finish中的数量做对比。当达

到数量要求以后，新上线节点就控制自己进行上

线操作。否则在等待一定的超时时间以后，重新

进行一次批量同步操作，直到达到要求为止。

其二：在进行批量同步操作时，如果出现新建

探 城

13态牛 Tech Neo



连接，那么新建连接就不会通过批量同步同步到

新上线的机器上。如果新建连接特别多，就会导

致新上线机器一直达不到要求。因此，需要保证

处于预上线状态的机器能接收到增量同步数据，

因为新建连接可以通过增量同步同步出来。通过

增量同步和批量同步就可以保证新上线机器可以

最终获得一个全局的session表。

MGW单机

自动化测试平台

单机高可靠方面，MGW研发自动化测试平

台，通过连通性和配置的正确性来判断一个测试

用例是否执行成功，失败的测试用例平台可以通

过邮件通知测试人员。在每次新功能迭代结束以

后，都会将新功能的测试用例加到自动化平台里

面，这样在每次上线之前都进行一次自动化测

试，可以大大避免改动引发的问题。

在这之前，每次上线之前都需要进行一次手动

的回归测试，回归测试非常耗时并且很容易遗漏

用例，但是为了避免改动引发新问题又不得不

做，有了自动化测试平台以后，可提升回归测试

的效率和可靠性。

应用服务器

在应用服务器靠性方面，MGW布设节点平滑

下线和一致性源IP Hash调度器两大功能。

节点平滑下线

节点平滑下线功能主要是为了解决当用户需要

对RS进行升级操作时，如果直接将需要升级的RS

下线，那这个RS上存在的所有连接都会失败，影

响到业务。此时如果调用MGW的平滑下线功

能，MGW就可以保证此RS已有连接正常工作，

但不会往上面调度新的连接。

当所有已有连接结束以后，MGW会上报一个

结束的状态，用户就可以根据这个结束的状态对

RS进行升级操作，升级后再调用上线接口让这个

RS器进行正常的服务。如果用户平台支持自动化

应用部署，那就可以通过接入云平台使用平滑下

线功能，实现完全自动化且对业务无影响的升级

操作。

一致性源IP Hash调度器

源IP Hash调度器主要是保证相同的客户端的

连接被调度到相同应用服务器上，也就是说建立

一个客户端与应用服务器一对一的映射关系。普

通源IP Hash调度器在应用服务器发生变化以后会

导致映射关系发生改变，会对业务造成影响。

一致性源IP Hash调度器，保证在应用服务器

集群发生变化时，只有发生变化的应用服务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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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的映射关系发生改变，其他保持不变。

为了保证流量的均衡，首先在hash环上分配固

定数量的虚拟节点，然后将虚拟机节点均衡的重

分布到物理节点上，重分布算法需要保证：

在物理节点发生变化时，只有少数虚拟节点映

射关系发生变化，也就是要保证一致性Hash的基

本原则。

因为MGW是以集群的形式存在的，当多个应

用服务器发生上线、下线操作时，反馈到不同的

MGW节点上就有可能会出现顺序不一致的问题，

因此无论不同的MGW节点产生何种应用服务器上

下线顺序，都需要保证最终的映射关系一致，因

为如果不一致就导致相同客户端的连接会被不同

的MGW节点调度到不同的应用服务器上，也就违

背源IP Hash调度器的原则。

技术展望

未来，美团点评将主要在这三方面发力：升级

自动化、集中式配置管理和降低运维成本。

升级自动化。最初自研MGW是为解决LVS的

性能问题，在这些问题被解决之后，随着业务的

快速发展，IDC不断增长，负载集群越来越多，像

某个新IDC上线，一般都要上线两套集群，分别用

于IDC入口和内部业务。

这样的情况下，又涌现出更大的问题，如一个

新功能发布时， 周期会非常长，所以需要实现自

动化升级。当然，在完善监控措施方面也要同

步，对异常进行监控。

集中式配置管理。目前业务配置已经实现集中

式配置，未来希望机器的配置也能实现。

更低的运维成本。实现自动化升级，集中式配

置最根本的目的就是降低运维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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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250毫秒延迟的实时1V1答疑

RUDP传输的优化实践

最近和很多实时音视频领域

的朋友交流中都有谈论到

RUDP(Reliable UDP)，这其实

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RUDP在

很多著名的项目上都有使用，例

如google的QUIC和webRTC。

在UDP之上做一层可靠，很多

朋友认为这是很不靠谱的事情，

也有朋友认为这是一个大杀器，

可以解决实时领域里大部分问

题。作为在教育公司来说，学霸

君在很多实时场景下确实使用

RUDP技术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不同场景我们采用的RUDP方式

也不一样。先来看看学霸君哪些

场景使用了RUDP:

• 全局250毫秒延迟的实时1V1

答疑，采用的是RUDP + 多点

relay智能路由方案。

• 500毫秒1080P视频连麦互动

系统，采用的是RUDP + PROXY

调度传输方案。

• 6方实时同步书写系统，采用的

是RUDP+redo log的可靠传输技

术。

• 弱网WIFI下Pad的720P同屏传

输系统，采用的是RUDP +GCC实

时流控技术。

• 大型直播的P2P分发系统，通

过RUDP + 多点并联relay技术节

省了75%以上的分发带宽。

涉及到实时传输我们都会先

考虑RUDP，RUDP应用在学霸

君核心传输体系的各个方面，但

不同的系统场景我们设计了不同

的RUDP方式，所以基于那些激

烈的讨论和我们使用的经验我扒

一扒RUDP。其实在实时通信领

域存在一个三角平衡关系：成

本，质量，时延三者的制约关系

（图1）

图1

也就是说投入的成本、获得

的质量和通信的时延之间是一个

三角制约(LEQ)关系，所以实时

通信系统的设计者会在这三个制

约条件下找到一个平衡点，TCP

属于是通过增大延迟和传输成本

来保证质量的通信方式，UDP

是通过牺牲质量来保证时延和成

本的通信方式，所以在一些特定

场景下RUDP更容易找到这样的

平衡点。RUDP是怎么去找这个

平衡点的，就要先从RUDP的可

靠概念和使用场景来分析。

可靠的概念

在实时通信过程中，不同的

需求场景对可靠的需求是不一样

的，我们在这里总体归纳为三类

定义：

• 尽力可靠：通信的接收方要求

发送方的数据尽量完整到达，但业

务本身的数据是可以允许缺失的。

例如：音视频数据、幂等性状态数

据。

• 无序可靠：通信的接收方要求

发送方的数据必须完整到达，但可

以不管到达先后顺序。例如：文件

传输、白板书写、图形实时绘制数

据、日志型追加数据等。

• 有序可靠：通信接收方要求发

送方的数据必须按顺序完整到达。

RUDP是根据这三类需求和

图1的三角制约关系来确定自己

的通信模型和机制的，也就是找

通信的平衡点。

UDP为什么要可靠

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说：

干嘛那么麻烦，直接用TCP好

作者：袁荣喜

来源：51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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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确实很多人也都是这样做的，TCP是个基于

公平性的可靠通信协议，在一些苛刻的网络条件

下TCP要么不能提供正常的通信质量保证，要么

成本过高。为什么要在UDP之上做可靠保证，究

其原因就是在保证通信的时延和质量的条件下尽

量降低成本，RUDP主要解决以下相关问题：

• 端对端连通性问题：一般终端直接和终端通信都会

涉及到NAT穿越，TCP在NAT穿越实现非常困难，相

对来说UDP穿越NAT却简单很多，如果是端到端的可

靠通信一般用RUDP方式来解决，场景有：端到端的文

件传输、音视频传输、交互指令传输等等。

• 弱网环境传输问题：在一些WIFI或者3G/4G移动

网下，需要做低延迟可靠通信，如果用TCP通信延迟

可能会非常大，这会影响用户体验。例如：实时的操

作类网游通信、语音对话、多方白板书写等，这些场

景可以采用特殊的RUDP方式来解决这类问题。

• 带宽竞争问题：有时候客户端数据上传需要突破本

身TCP公平性的限制来达到高速低延时和稳定，也就

是说要用特殊的流控算法来压榨客户端上传带宽，例

如：直播音视频推流，这类场景用RUDP来实现不仅能

压榨带宽，也能更好的增加通信的稳定性，避免类似

TCP的频繁断开重连。

• 传输路径优化问题：在一些对延时要求很高的场景

下，会用应用层relay的方式来做传输路由优化，也就

是动态智能选路，这时双方采用RUDP方式来传输，中

间的延迟进行relay选路优化延时。还有一类基于传输

吞吐量的场景，例如：服务与服务之间数据分发、数

据备份等，这类场景一般会采用多点并联relay来提高

传输的速度，也是要建立在RUDP上的（这两点在后面

着重来描述）。

• 资源优化问题：某些场景为了避免TCP的三次握手

和四次挥手的过程，会采用RUDP来优化资源的占用率

和响应时间，提高系统的并发能，例如：QUIC.

不管哪类场景，都是要保证可靠性，也就是质

量，那么在UDP之上怎么实现可靠呢？答案就是

重传。

重传模式

IP协议在设计的时候就不是为了数据可靠到达

而设计的，所以UDP要保证可靠，就依赖于重

传，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RUDP行为，在描

述RUDP重传之前先来了解下RUDP基本框架，如

图：

 图2

RUDP在分为发送端和接收端，每一种RUDP

在设计的时候会做不一样的选择和精简，概括起

来就是图中的单元。RUDP的重传是发送端通过接

收端ACK的丢包信息反馈来进行数据重传，发送

端会根据场景来设计自己的重传方式，重传方式

分为三类：定时重传，请求重传和FEC选择重

传。

定时重传

定时重传很好理解，就是发送端如果在发出数

据包（T1）时刻一个RTO之后还未收到这个数据

包的ACK消息，那么发送就重传这个数据包。这

种方式依赖于接收端的ACK和RTO，容易产生误

判，主要有两种情况：

对方收到了数据包，但是ACK发送途中丢失。

ACK在途中，但是发送端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一

个RTO。

所以超时重传的方式主要集中在RTO的计算

上，如果你的场景是一个对延迟敏感但对流量成

本要求不高的场景，就可以将RTO的计算设计比

较小，这样能尽最大可能保证你的延时足够小。

例如：实时操作类网游、教育领域的书写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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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典型的用expense换latency和Quality的场

景，适合用于小带宽低延迟传输。如果是大带宽

实时传输，定时重传对带宽的消耗是很大的，极

端情况会用20%的重复重传率，所以在大带宽模

式下一般会采用请求重传模式。

请求重传

请求重传就是接收端在发送ACK的时候携带自

己丢失报文的信息反馈，发送端接收到ACK信息

时根据丢包反馈进行报文重传。如下图：

                                      图3

这个反馈过程最关键的步骤就是回送ACK的时

候应该携带哪些丢失报文的信息，因为UDP在网

络传输过程中会乱序会抖动，接收端在通信的过

程中要评估网络的ji t ter  t ime，也就是rtt_

var（RTT方差值），当发现丢包的时候记录一个

时刻t1,当t1 + rtt_var < curr_t(当前时刻)，我们

就认为它丢失了，这个时候后续的ACK就需要携

带这个丢包信息并更新丢包时刻t2,后续持续扫描

丢包队列，如果他t2 + RTO <curr_t，再次在

ACK携带这个丢包信息，以此类推，直到收到报

文为止。这种方式是由丢包请求引起的重发，如

果网络很不好，接收端会不断发起重传请求，造

成发送端不停的重传，引起网络风暴，通信质量

会下降，所以我们在发送端设计一个拥塞控制模

块来限流，这个后面我们重点分析。除了网络风

暴以外，整个请求重传机制也依赖于jitter time和

RTO这个两个时间参数，评估和调整这两个参数

和对应的传输场景也息息相关。请求重传这种方

式比定时重传方式的延迟会大，一般适合于带宽

较大的传输场景，例如：视频、文件传输、数据

同步等。

FEC选择重传

除了定时重传和请求重传模式以外，还有一种

方 式 就 是 以 F E C 分 组 方 式 选 择 重

传，FEC（Forward Error Correction）是一种

前向纠错技术，一般是通过XOR类似的算法来实

现，也有多层的EC算法和raptor涌泉码技术，其

实是一个解方程的过程。应用到RUDP上示意图如

下：

图4

在发送方发送报文的时候，会根据FEC方式把

几个报文进行FEC分组，通过XOR的方式得到若

干个冗余包，然后一起发往接收端，如果接收端

发现丢包但能通过FEC分组算法还原，就不向发

送端请求重传，如果分组内包是不能进行FEC恢

复的，就请求想发送端请求原始的数据包。FEC

分组方式适合解决要求延时敏感且随机丢包的传

输场景，在一个带宽不是很充裕的传输条件

下，FEC会增加多余的冗余包，可能会使得网络

更加不好。FEC方式不仅可以配合请求重传模

式，也可以配合定时重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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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T与RTO的计算

在上面介绍重传模式时多次提到RTT、RTO等

时间度量阐述，RTT（Round Trip Time）即网

络环路延时，环路延迟是通过发送的数据包和接

收到的ACK包计算了，示意图如下：

图5

RTT = T2 - T1，这个计算方式只是计算了某

一个报文时刻的RTT，但网络是会波动的，这难

免会有噪声现象，所以在计算的过程中引入了加

权平均收敛的方法（具体可以参考RFC793）。

SRTT = (α * SRTT) + (1-α)RTT，这样可以

求得新逼近的SRTT，在公式总一般α=0.8,确定

了SRTT,下一步就是计算RTT_VAR(方差)，我们

设RTT_VAR = |SRTT – RTT|

那么SRTT_VAR =(α * SRTT_VAR) + (1-α) 

RTT_VAR，这样可以得到RTT_VAR的值，但最

终 我 们 是 需 要 去 顶 R T O , 因 为 涉 及 到 报 文 重

传，RTO就是一个报文的重传周期，从网络的通

信流程我们很容易知道，重传一个包以后，如果

一个RTT+RTT_VAR之后的时间还没收到确定，

那我们就可以再次重传，则可知：

RTO = SRTT + SRTT_VAR

但一般网络在严重抖动的情况下还是会有较大

的重复率问题，所以：

RTO = β*(SRTT + RTT_VAR)

1.2 <β<2.0，可以根据不同的传输场景来选择

β的值。

RUDP是通过重传来保证可靠的，重传在三角

平衡关系中其实是用Expense和latency来换取

Quality的行为，所以重传会引来两个问题，一个

是延时，一个是重传的带宽，尤其是后者，如果

控制不好会引来网络风暴，所以在发送端会设计

一个窗口拥塞机制了避免并发带宽占用过高的问

题。

窗口与拥塞控制

窗口

RUDP需要一个收发的滑动窗口系统来配合对

应的拥塞算法来做流量控制，有些RUDP需要严格

的发送端和接收端的窗口对应，有些RUDP是不要

收发窗口严格对应。如果涉及到可靠有序的

RUDP，接收端就要做窗口就要做排序和缓冲，如

果是无序可靠或者尽力可靠的场景，接收端一般

就不做窗口缓冲，只做位置滑动。先来看收发窗

口关系图：

 图6

上图描述的是发送端从发送窗口中发了6个数

据报文给接收端，接收端收到101,102,103,106

时会先判断报文的连续性并滑动窗口开始位置到

103，,然后每个包都回应ACK,发送端在接收到

ACK的时候，会确认报文的连续性，并滑动窗口

到103，发送端会再判断窗口的空余，然后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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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发送数据，这就是整个窗口滑动的流程。这

里值的一提的是在接收端收到106时的处理，如

果是有序可靠，那么106不会通知上层业务进行

处理，而是等待104,105。如果是尽力可靠和无

序可靠场景，会将106通知给上层业务先进行处

理。在收到ACK后，发送端的窗口要滑动多少是

由自己的拥塞机制定的，也就是说窗口的滑动速

度受拥塞机制控制，拥塞控制实现要么基于丢包

率来实现，要么基于双方的通信时延来实现，下

面来看几种典型的拥塞控制。

经典拥塞算法

TCP经典拥塞算法分为四个部分：慢启动、拥

塞避免、拥塞处理和快速恢复，这四个部分都是

为了决定发送窗和发送速度而设计的，其实就是

为了在当前网络条件下通过网络丢包来判断网络

拥塞状态，从而确定比较适合的发送传输窗口。

经典算法是建立在定时重传的基础上的，如果

RUDP采用这种算法来做拥塞控制，一般的场景是

为了保证有序可靠传输的同时又兼顾网络传输的

公平性原则。先逐个来解释下这几部分

慢启动（slow start）

当连接链路刚刚建立后，不可能一开始将

cwnd设置的很大，这样容易造成大量重传，经典

拥塞里面会在开始将cwnd = 1,让后根据通信过程

的丢包来逐步扩大cwnd来适应当前的网络状态，

直到达到慢启动的门限阈值(ssthresh),步骤如

下：

1） 初始化设置cwnd = 1,并开始传输数据

2） 收到回馈的ACK,会将cwnd 加1

3） 当一个发送端一个RTT后且未发现有丢包

重传，就会将cwnd = cwnd * 2.

4） 当cwnd >= ssthresh或发生丢包重传时慢

启动结束，进入拥塞避免状态。

拥塞避免

当通信连接结束慢启动后，有可能还未到网络

传输速度的上线，这个时候需要进一步通过一个

缓慢的调节过程来进行适配。一般是一个RTT后

如果未发现丢包，就是将cwnd = cwnd + 1。一

但发现丢包和超时重传，就进入拥塞处理状态。

拥塞处理

拥塞处理在TCP里面实现很暴力，如果发生丢

包重传，直接将cwnd = cwnd / 2，然后进入快

速恢复状态。

快速恢复

快速恢复是通过确认丢包只发生在窗口一个位

置的包上来确定是否进行快速恢复，如图6中描

述，如果只是104发生了丢失，而105,106是收

到了的，那么ACK总是会将ack的base = 103,如

果连续3次收到base为103的ACK,就进行快速恢

复，也就是将并立即重传104，而后如果收到新

的ACK且base > 103,

将cwnd = cwnd + 1,并进入拥塞避免状态。

经典拥塞控制是基于丢包检测和定时重传模式

来设计的，在三角平衡关系中是一个典型的以

Latency换取Quality的案例，但由于其公平性设

计避免了过高的Expense,也就会让这种传输方式

很难压榨网络带宽，很难保证网络的大吞吐量和

小时延。

BRR拥塞算法

对于经典拥塞算法的延迟和带宽压榨问题

google设计了基于发送端延迟和带宽评估的B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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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塞控制算法。这种拥塞算法致力于解决两个问

题：

在一定丢包率网络传输链路上充分利用带宽

降低网络传输中的buffer延迟

BBR的主要策略是就是周期性通过ACK和

N A C K 返 回 来 评 估 链 路 的 m i n _ r t t 和 m a x _

bandwidth。最大吞吐量（cwnd）的大小就是:

1. cwnd = max_bandwidth / min_rtt 

传输模型如下：

图7

BBR整个拥塞控制是一个探测带宽和Pacing 

rate的状态,有是个状态：

Startup：启动状态（相当于慢启动）,增益参

数为max_gain  = 2.85

DRAIN：满负荷传输状态

PROBE_BW：带宽评估状态，通过一个较小

的BBR增益参数来递增（1.25）或者递减(0.75).

PROBE_RTT：延迟评估状态，通过维持一个

最小发送窗口（4个MSS）进行的RTT采样。

那么这几种状态是怎么且来回切换的呢？以下

是QUIC中BBR大致的步骤如下：

• 初始化连接时会将设置一个初始的cwnd = 8， 并

将状态设置Startup

• 在Startup下发送数据，根据ACK数据的采样周期

性判断是否可以增加带宽，如果可以，将cwnd = 

cwnd *max_gain。如果时间周期数超过了预设的启动

周期时间或者发生了丢包，进行DRAIN状态

• 在DRAIN状态下，如果flight_size(发送出去但还

未确认的数据大小) >cwnd,继续保证DRAIN状态，如

果flight_size<cwd,进入PROBE_BW状态

• 在PROBE_BW状态下，如果未发生丢包且flight_

s ize<cwnd *  1 .25,将维持原来的cwnd,并进入

StartUp，如果发生丢包或者flight_size > cwnd,将

cwnd = cwnd * 1.25，如果发生丢包，cwnd = cwnd 

* .075

• 在Startup/DRAIN/PROBE_BW三个状态中，如

果持续10秒钟的通信中没有出现RTT <= min_rtt,就会

进入到PROBE_RTT状态，并将cwnd = 4 *MSS

• 在PROBE_RTT状态，会在收到ACK返回的时候持

续判断flight_size >= cwnd并且无丢包，将本次统计

的最小RTT作为min_rtt,进入Startup状态。

B B R 是 通 过 以 上 几 个 步 骤 来 周 期 性 计 算

cwnd，也就是网络最大吞吐量和最小延迟，然后

通过pacing rate来确定这一时刻发送端的码率，

最终达到拥塞控制的目的。BBR适合在随机丢包

且网络稳定的情况下做拥塞，如果在网络信号极

不稳定的WIFI或者4G上，容易出现网络泛洪和预

测不准的问题，BBR在多连接公平性上也存在小

RTT的连接比大RTT的连接更吃带宽的情况，容

易造成大RTT的连接速度过慢的情况。BBR拥塞

算法在三角平衡关系中是采用Expense换取

latency和Quality的案例。

webRTC gcc

说到音视频传输就必然会想到webRTC系统，

在webRTC中对于视频传输也实现了一个拥塞控

制算法(gcc)，webRTC的gcc是一个基于发送端

丢包率和接收端延迟带宽统计的拥塞控制，而且

是一个尽力可靠的传输算法，在传输的过程中如

果一个报文重发太多次后会直接丢弃，这符合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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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传输的场景，借用weizhenwei同学一张图来看

个究竟：

图8

gcc的发送端会根据丢包率和一个对照表来

pacing rate，当loss < 2%时，会加大传输带

宽，当loss >=2% &&loss <10%,会保持当前码

率，当loss >=10%，会认为传输过载，进行调小

传输带宽.

gcc的接收端是根据数据到达的延迟方差和大

小进行KalmanFilter进行带宽逼近收敛，具体的

细节不介绍了，请查看http://www.jianshu.

com/p/bb34995c549a

这里值得一说的是gcc引入接收端对带宽进行

KalmanFilter评估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拥塞控制思

路，如果实现一个尽力可靠的RUDP传输系统不失

为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但这种算法也有个缺陷，

就是在网络间歇性丢包情况下，gcc可能收敛的速

度比较慢，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会造成REMB很

难反馈给发送端，容易出现发送端流控失效。gcc

在三角平衡关系算一个以Quality和Expense换取

latency的案例。

弱窗口拥塞机制

其实在很多场景是不用拥塞控制或者只要很弱

的拥塞控制即可，例如：师生双方书写同步、实

时游戏，因为本身的传输的数据量不大，只要保

证足够小的延时和可靠性就行，一般会采用固定

窗口大小来进行流控，我们在系统中一般采用一

个cwnd =32这样的窗口来做流控，ACK确认也

是通过整个接收窗口数据状态反馈给发送方，简

单直接，也很容易适应弱网环境。

传输路径

RUDP除了优化连接、压榨带宽、适应弱网环

境等以外，它也继承了UDP天然的动态性，可以

在中间应用层链路上做传输优化，一般分为多点

串联优化和多点并联优化。我们具体来说一说。

多点串联relay

在实时通信中一些对业务场景对延迟非常敏

感，例如：实时语音、同步书写、实时互动、直

播连麦等，如果单纯的服务中转或者P2P通信，

很难无法满足其需求，尤其是在物理距离很大的

情况下。在解决这个问题上SKYPE率先提出全球

RTN（实时多点传输网络），其实就是在通信双

方之间通过几个relay节点来动态智能选路，这种

传输方式很适合RUDP，我们只要在通信双方构建

一个RUDP通道，中间链路只是一个无状态的

relay cache集合，relay与relay之间进行路由探

测和选路，以此来做到链路的高可用和实时性。

如下图：

图9

通过多点relay来保证rudp进行传输优化，这

类场景在三角平衡关系里是典型的用expense来

换取latency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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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点并联relay

在服务与服务进行媒体数据传输或者分发过程

中，需要保证传输路径高可用和提高带宽并发，

这类使用场景也会使用传输双方构建一个RUDP通

道，中间通过多relay节点的并联来解决，如下图

所示：

图10

这种模型需要在发送端设计一个多点路由表探

测机制，以此来判断各个路径同时发送数据的比

例和可以用性，这个模型除了链路备份和增大传

输并发带宽外，还有个辅助的功能，如果是流媒

体分发系统，我们一般会用BGP来做中转，如果

节点与节点之间可以直连，这样还可以减少对

BGP带宽的占用，以此来减少成本问题。

后记

到这里RUDP的介绍也就结束了，说了些细节

和场景相关的事，也算是个入门级的科普文

章。RUDP的概念从提出到现在也差不多有20年

了，很多从业人员这希望通过一套完善的方案来

设计一个通用的RUDP，我个人觉得这不太可能，

就算设计出来了，估计和现在TCP差不多，这样

做的意义不大。RUDP的价值在于根据不同的传输

场景进行不同的技术选型，可能选择宽松的拥塞

方式、也可能选择特定的重传模式，但不管怎么

选，都是基于Expense(成本)、Latency（时延）

、Quality（质量）三者之间来权衡，通过结合场

景和权衡三角平衡关系RUDP或许能帮助开发者找

到一个比较好的方案。

【作者简介】

袁荣喜，学霸君资深架构师，16年的C程序

员，Golang爱好者，好求甚解，善于构建高性能

服务系统和系统性能调优，喜好解决系统的疑难

杂症和debug技术。早年痴迷于P2P通信网

络、TCP/IP通信协议栈和鉴权加密技术，曾基于

P2P super node技术实现了视频实时传输系

统。2015年加入学霸君，负责构建学霸君的智能

路由实时音视频传输系统和网络，解决音视频通

信的实时性的问题。专注于存储系统和并发编

程，对paxos和raft分布式协议饶有兴趣。尤其喜

欢数据库内核和存储引擎，坚持不懈对MySQL/

innoDB和WiredTiger的实现和事务处理模型进

行探究。热衷于开源，曾为开源社区提过些

patch。业余时间喜欢写技术长文，喜欢唐诗。

■

探 城

23态牛 Tech Neo



猫眼电影李明辉：机器学习在
票房预估中的实战

近几年我国票房市场成倍增长，2011 年近 

150 亿，2016 年 450 亿，预计 2020 年前后会

达千亿规模。但这样的市场规模仅接近美国市场

的一半左右，原因在于中国电影主要收入来源于

电影票房本身，而美国电影衍生品的收入高达电

影相关产业总收入的 70%，中国在这块却几乎空

白。所以说，中国电影市场未来还有很大的成长

空间。

诚然，机遇与风险并存，票房市场呈暴增趋

势，问题也随之显现。当下，我国投入发行上映

的电影有很多，每周都有近十部电影上映，但大

部分电影不赚钱，赔本成常态。

高风险且投资回报率难以预测，很多时候大投

入未必有大产出。在电影票房方面，预测工具的

缺失，导致电影票房预测处于一个真空地带。

票房预测的意义

票房预测非常重要，在每个阶段，都会起到很

关键的作用：

电影上映前，此时投资方准备投放一部电影，

如可提前预估投资回报率，就能够有效控制风

险。

电影发行期，对电影进行广告和营销，如可依

据电影票房规模制订不同营销方案，就能够控制

成本。

电影上映期，可根据票房预估结果，进行智能

排片，趋近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票房预测的难点

目前，票房预测达不到预期效果，是因为面临

如下几大难点：

中国电影正处于野蛮生长期，市场不够成熟。

可使用的数据和参考的信息非常庞大，噪音却

很多，想从互联网、搜索引擎、社交网络等渠道

获得的大量电影信息中，挖掘对票房有用的数据

很难。

可供参考和学习的样本比较少，这是利用机器

学习解决票房预测时遇到的最大问题。如若没有

样本和数据，再好的方法、再高级的模型，也难

以应用。

有些感性特征难以量化，如通常凭借口碑来评

价一部电影的好坏，但口碑如何来度量？如国

庆、暑假对电影上映的影响，又如何度量？

作者：王雪燕

来源：51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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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票房的因素

票房高低，会受到很多方面的影响。如下，是

一些关键因素：

题材。这部电影是动画片、文艺片、动作片、

还是国际好莱坞大片，题材不同导致受众范围不

同，直接影响票房高低。

卡司阵容。演员、导演的阵容，会形成粉丝群

范围，不排除有些电影质量、内容不是很好，但

因为有一些比较有号召力的演员参演，带来可观

票房的现象。

影片质量。影片的质量、口碑，大家公认较

好，且在社交上传播广泛，也会带来票房的增

量。

档期。受到同期上映电影的竞争，会影响某部

电影的票房。

宣传力度。营销用多少成本，广告花费多少，

电影上映时候投入票补多少，也会影响票房。

非市场因素。比如官方因素，前期给某部电影

设立出售目标或出现国家较反对的内容，买、偷

票房数据等因素都会影响票房。

猫眼票房预测的整体技术体系

从最早期 1915 年前后的电影胶片时代到现

在，在票房预测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我们经历了

三大阶段，涉及到很多预测方式，具体细节见下

图：

2013 年之后，当前的电影票房预测涉及全国

实时票房、影院级实时票房、天极票房和总票房

等部分。猫眼目前重点关注上映前一天、上映第

一天以及上映当周周末这几个重要时间点的票房

效果。

如下图，是猫眼票房预测的整体技术体系：

机器学习在票房预估中的实战

• 实时票房，是每部电影在上映阶段，当天产生的票

房。还有排片、人次、平均票价等各种细密度数据。

• 天级票房，是预测每部影片在全国放映次日的票

房，目前猫眼能做到在前一日 17 点、21 点预测第二

天的票房。

• 总票房，是指每部影片在整个上映周期的全国票房

预测，以首映日、首周末日为时间节点。

实时票房、天极票房和总票房三者之间存在一

定的关系。实时票房提供实时和未来预测的数

据，为天级票房提供数据的基础。天极票房预测

某一天的票房，为总票房预测提供数据的基础。

如下图，是基础数据、预测服务和猫眼专业版

三个子模块的相关关系：

如图中所示，基于合作影院售票数据、猫眼售

票平台交易数据等这些基础数据，可对全国实时

票房及每个影院的实时票房进行预测，当然获得

的数据还需要进行一些降噪处理。

得到全国每个影院的实时票房后，可以做到城

市地区实时票房的预测。重点是天级票房和总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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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的预测，需要相对复杂的方法来做，处理后的

数据都会展示在猫眼专业版，提供给电影从业

者，影院经理、片方等进行参考。

如下图，是猫眼工具首页：

工具首页显示的是实时票房，点击进入就会看

到天级票房和总票房的预测结果。当然，在这些

数据背后，也会存在一些问题和解决方法，下面

我们从实时票房开始，依次分析天极票房、总票

房背后分别有哪些技术在支撑。

实时票房

实时票房数据对于电影从业者很重要，通过猫

眼工具可看到电影在所有影院里的排片、分布和

实时票房数据。如果没有这样的工具，这些数据

只能等待第二天国家电影票房的公布。

我们与 90% 的电影院合作、对接 18 种售票

系统、详细的影院场次及座位数据等等，这些是

猫眼做实时票房的优势。用猫眼买过票的人，一

定对下图所示 UI 很熟悉。

在购票过程中，红色不能卖，那是不是说把全

国所有影院红色数据加起来，就趋近实时票房

了？

看起来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但事实上，红

色数据并不代表全部销售，像电影院预留的电影

票，想留一些好座位或自己售卖获得更高收益，

也会呈现红色。

给这个问题定义就是已知猫眼合作影院（占全

国约 90%）每部电影、每个场次的实时座位图数

据，如何准确预测每部电影在全国全部影院的实

时票房总和。这里难点有两个：

• 位置图中状态不明确，导致数据噪音大。

• 不是全部影院，数据不完备。

针对这两个问题，猫眼的解决方案是进行数据

抽样，以部分样本为基础，估计全量。

如下图，是实时票房的统计模型：

有很多影院与猫眼合作，设共有 n 个场次，从

这些影院中抽样出“高质量”的影院，设共有m

个场次。

什么是高质量呢？就是看到的红色位置数据和

第二天上报的数据相接近。统计 m 场次的售票数

量，设为 X。通过右上角红色框内的公式，可得

到全国的售票总量，其中X、m、n 抽取高质量影

院的数据是确定的，只有 α 是未知。

这时，可使用前一天或历史的 α 值来模拟今

天的 α 值。带入如图中的公式，就可得出当天的

预估值，这是票房最核心的统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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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是实时票房整个的框架图：

为了可以很好的提供实时服务，面对庞大的计

算量，可以把计算分为离线和在线两部分。

α 值相对稳定，采用离线计算的方式即可。在

线部分需要做数据清洗、票价处理，以及实时票

数、票房的计算等。影院、地区实时票房计算是

另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算法也比较类似，这里

不再详细介绍。

天级票房

基于在线售票系统可获得直接交易的数据，预

售票房、排片场次等细粒度数据和精准的实时票

房为天级票房预测提供可靠的特征，这是猫眼在

天级票房预测方面的优势。

天级票房是指预测未来某一天的票房，猫眼目

前可以达到提前一天预测第二天票房，如下图是

《速度与激情 8》首映票房走势：

从图中可以看到前一天 21 点预测票房，比例

约占全天的 30% 左右的份额。猫眼在 30% 左右

的售出情况下预测整体，难度系数很高，因为每

部电影占比不同。

一个基本假设为票房 = 票价*人次 = 票价*场次*

场均人次，可以看出很多特征均是乘积关系的。

做对数变换后，特征与目标之间就有了线性关

系，可以利用线性模型来解决这个问题，如下是

方程式：

1. log(票房) = log(票价)+log(场次)+log(场均人

次)

2. y=w1*x1+w2*x2+...

如下是对数特征与目标之间的关系图：

通过这两幅图，可以看出前一日预售 VS 次日

票房和前一日排片场次 VS 次日票房之间存在很强

的线性相关。

特征和目标变量之间的关系是线性的，就可以

采用线性回归模型来拟合票房，如下图：

左侧图为一元线性回归，右侧为多元线性回

归。它们是回归分析预测法中最简单和最常用的

方法。目标为平方误差，求解方法有最小二乘

法、梯度下降等。这里引入正则化可防止过拟

合。

如下图所示，为天级票房预测主要用到的特

征：

探 城

27态牛 Tech Neo



一方面是实时票房提供的特征，另一方面是猫

眼自身售票系统带来的票房相关特征。还有一些

其他特征，如节假日、特征的组合等。

因为每天的规律都不相同，采用单一线性回归

模型来拟合票房预测效果并不好。所以猫眼采用

的方式是找到票房衰减规律，分段建模。

根据不同时间单独建模型，对首映日、非首映

日，节假日、周几都会进行单独考虑。

总票房

来看个比较明显的总票房预测对比，如下图：

图中所示两条曲线，分别是《速度与激情 8》

与《摔跤吧！爸爸》的票房走势。

第一张《速度与激情 8》的票房走势是相对正

常的，但第二幅《摔跤吧！爸爸》后期因为口碑

不断发酵，导致票房曲线不断上扬。这样的情

况，前期很难预测票房可以上涨多少。

总票房重点在首映日、首周末两个时间节点来

预测票房总量。如下图，是总票房预测的层次模

型：

总票房根据预测日的不同进行区别，如首映

日、首周末一定要进行拆分。在不同的时间段上

映，所用的模型也有所区别，都需要单独建模。

如下图，是总票房预测用到的特征：

总票房特征与天级票房特征差别很大，涉及影

片属性、档期、竞争等。

下图，总票房预测用到的支持向量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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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模型的优点有三个：

• 特征维度大于样本数时，仍然适用。

• 小样本情况下，模型泛化性强。

• 非线性核函数，可解决非线性的回归问题。

未来工作展望

在票房预测的基础方面，猫眼需要提高效果、

提前时间点和进行方法创新。细则有如下几点：

• 洞察票房内在规律，不断探索新的方法。

• 正在尝试预测票房走势、预售比。

• 交互式预测系统：支持总票房、天级票房的预测。

• 天级票房再提前 1~2 天的小目标。

• 总票房预测提前 1 个月的大目标。

在应用拓展方面，细则也有如下几点：

• 影片排片：排片助手=>智能排片。

• 发行营销：参与营销计划，进行票补的优化。

• 树立票房预测的行业标杆。

以上内容根据李明辉老师在WOTI全球创新技术峰

会——巅峰论坛的演讲内容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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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带即服务：DDoS的终结者?

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和网站开发技术的不断进

步，用户再也不需要考虑是否能够访问到某

个指定网站的问题了。取而代之的是：在浏览各

种网站或享受在线服务的同时，用户可以通过比

较几个适用的备选网站，来找到其中能够提供最

佳速度和性能的那个。然而，大多数网站服务器

托管公司和数据中心的集中化特征注定了直到现

在，用户在接入速度上,还是存在天花板上限的。

如今区块链可能会打破这种现有的模式了。它

通过提供一套全新的解决方案，使得将来的网络

架构能够从中受益。随着该技术已经成功在好几

个行业中落地，区块链的底层基础架构将会成为

当前各种瓶颈问题的“终结者”。基于分散性的

特征，和对空闲资源的充分利用，各种新的区块

链项目终将解决如今互联网界的最大问题--带宽的

上限。

目前的解决方案仍存在不足

一些公司已经在致力于寻找解决有关带宽的办

法了。面对“即使并未充分使用，也必须提前支

随着各个公司逐渐摸索到能够利用这些功能优势的方法，他们将能够创建一个更为安全、更为
快捷的网络环境。 

付费用”这一现实问题，各个企业如何才能管理

好各种进出的网络流量，以避免过高地支付带宽

上的花费呢?一些公司早已开始着手使用他们的所

谓“网络即服务(NaaS)”了(译者注：请参考

http://www.zdnet.com/article/bandwidth-

the-new-frontier-of-cloud-computing/)。

NaaS能够提供递增式的云计算空间和网络容

量，您也可以相同的方式在线购买服务器的空

间。为了解决上述费用的问题，像PacNet(香港亚

太环通)这样的公司已经开始提出了一些既能重点

关注成本问题，又能克服带宽容量限制和网站加

速难的云计算解决方案。

NaaS虽然颇具潜力，但仍然受到当前Web集

中化模式的限制。NaaS必须使用基于现有数据中

心的云服务器，同时也面临着潜在的基于Web攻

击的安全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们仍然价格不

菲。因此这种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由于用户

地理位置的不同，一些网站在访问速度和性能方

面会备受拖累，从而导致了企业在回报率上的损

失。

此外，当前集中化的多台DNS服务器将加密密

钥集中于单一地点，这种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已

被证明是相当不安全的。DDoS攻击对于那些曾在

理论上被认为是安全的大型网站构成了主要的威

胁。主流的服务平台，如PayPal、Twitter和

Spotify都曾由于DDoS的攻击事件而经历了尴尬

编译：陈峻译

来源：51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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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大 面 积 停 运 。 即 使 是 专 业 的 安 全 网 站

KrebsOnSecurity也曾遭遇过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DDoS攻击。这些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多个访问

密钥被保存在某些单个服务器上，很容易遭受黑

客攻击和破解。

区块链可以“一石二鸟”

近日，一些区块链驱动的公司已经开始着手解

决网站安全和通信速度这个双重问题了。区块链

的分散性特征和严格的加密设计非常适合于安全

保护。区块链的原理是建立在验证交易机制的基

础上的，因此要想黑掉像以太坊(Ethereum)或比

特币(Bitcoin)这样的公共链几乎是不可能的。更

重要的是，由于各种信息是分布式地存储在网络

中，黑客如果想得逞就必须同时攻破区块链里的

每一个节点。

像以太坊这样的区块链，其中就有34051个节

点，而且每秒有55万亿次哈希的算力(hash rate)

速度，攻击者想要得逞几乎就是痴人说梦。

目前，一些公司已经开始行动，进一步地应对

DDoS和网站的保护了。

Gladius网络利用您的空闲带宽来对抗网络攻

击

Gladius是一个区块链的网络，它创建了一个

针对Web流量进行加速和保护的系统。他们正在

开发一个平台，以允许任何人将他们计算机上的

空闲带宽加入到“保护池”中。这个池子通过优

化和加速已过滤的网络流量，从而创建了一个针

对常见黑客攻击的强大防御系统。有趣的是，各

个用户的参与度反过来能够激发他们的动力，来

共同构建一个有益于市场的生态系统。各个网站

所有者们可以投标其中最有效的网络，而该保护

池中的计算机也可以赚取Gladius的令牌(代币)来

作为回报。

此类网络有着三个方面的优点。

• 首先，通过使用区块链来对抗DDoS攻击，以获得

更多的安全性。由于在网络中排除了任何的单点故

障，攻击者不得不去繁琐地关闭数千个单独的组件。

• 其次，它能够通过减少集中化的“中间人”来大幅

削减费用。毕竟您只需要租用那些真正能够保护你自

己的组件即可。

• 最后，就算一些个人也能够用上全球性的CDN(译

者注：内容分发网络)。他们可以在分布式的CDN中，

通过缓存内容来提高网站的访问速度。

事实上，网络安全的未来很可能就会发展到区

块链的领域。

另外，一些其他公司也开发了与DDoS安全相

关的服务目录和浏览器。他们的策略基本上也是

旨在有效地利用区块链来防止DDoS和其他类似的

攻击。区块链系统的分散性特征使得无论是一般

黑客还是先进的、具有收集所需进程能力的软件

机器人都无法完全颠覆整个网络中的所有节点。

区块链可以创建一个更为安全的网络

虽然目前在具体细节方面尚未完全成熟，但很

明显，区块链会是网络和数据安全的下一个真正

的前沿阵地。该技术构建了安全性，并实现了加

密，其分散性特征更使得现有的攻击战术对它束

手无策。更重要的是，它使得各个公司能够提供

创造性的激励机制，并且利用庞大的网络力量来

应对日益复杂的各类黑客与攻击。

随着各个公司逐渐摸索到能够利用这些功能优

势的方法，他们将能够创建一个更为安全、更为

快捷的网络环境。各大公司也将会完全打破现有

的网络模式，重新评估并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安

全防范网络架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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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与微服务技术将给安
全带来怎样的影响？

云原生应用程序与基础设施需要配合不同于以

往的安全方法。而以下最佳实践无疑值得您关

注。

如今，各类企业皆在积极探索云原生软件技术

的应用。“云原生”是指将软件打包至容器这类

标准化单元中的方法，将这些单元排列成彼此对

接的微服务即可构成应用程序，从而确保所运行

的应用程序实现高度自动化，并带来速度、灵活

性与可扩展性等优势。

由于此类方案彻底颠覆了软件的构建、部署与

运行方式，因此从根本上改变了软件的保护需

求。云原生应用程序与基础设施带来了多种全新

挑战，因此需要配合新的安全程序以支持企业安

心运用云原生技术。

首先，我们将着眼于具体挑战，而后分两大部

分探讨能够将其解决的最佳实践。下面来看具体

挑战：

1. 传统安全基础设施缺少容器可见能力。 

大多数现有主机型与网络安全工具无法监控或捕

捉容器活动。这些工具的设计初衷在于保护单一

操作系统或主机间的流量，而非运行在其上的应

用程序。这意味着缺少对容器内事件、系统交互

与容器间流量的可见能力。

2.  攻击面可能快速变化。 云原生应用程序包

含大量被称为微服务的小型组件，这些组件高度

分布且必须进行独立审计及保护。由于此类应用

程序需要专门由编排系统进行配置与规模调整，

因此攻击面将随时变化——且速度远高于传统整

体式应用程序。

3.  分布式数据流要求持续监控。 容器与微

服务具备轻量化特性，且需要以编程化方式实现

彼此或与外部云服务间的交互。这将带来大量跨

越环境的快速移动数据，我们需要对其进行持续

监控以快速发现攻击与入侵迹象，同时不断掌握

未授权数据访问或渗透行为。

4.  检测、预防与响应必须实现自动化。容

器生成事件的规模与速度要远超过现有安全运营

工作流的承载能力。容器的短暂生命周期也使相

关工具难以捕捉、分析并确定事件的根本原因。

有效的威胁保护方案需要以自动化方式进行数据

收集、过滤、关联以及分析，从而对新事件作出

充分反应。

面对上述全新挑战，安全专业人士需要建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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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程序以支持企业对云原生技术方案的使

用。当然，这类安全程序也应当有能力解决云原

生应用程序完整生命周期内的各类问题，具体可

分为两大不同阶段：构建与部署阶段，以及运行

时阶段。两大阶段各自拥有不同的安全需求考

量，且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方能构建起一套全面

的安全规程。

保护容器构建与部署

构建与部署阶段的保护重点，在于将控制能力

引入开发者工作流以及持续整合与部署管道，从

而缓解容器启动后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相关指

导原则与最佳实践包括：

• 尽可能降低镜像体积。 容器镜像是一个轻

量化可执行文件，用于打包应用程序代码以及运

行所必需的关联面。缩小镜像体积能够有效降低

攻击面。作为安全保护工作，我们应从为系统基

础镜像“瘦身”开始，例如Alpine Linux能够有

效降低镜像体积并提升管理能力。

• 扫描镜像以发现已知问题。 在进行镜像构

建时，确保其中不存在已知漏洞无疑非常重要。

您可以扫描镜像当中的各个文件系统层，并将结

果与CVE数据库进行比较。如此一来，开发与安

全团队即可保证用于启动容器的镜像不致包含已

经被发现的漏洞。

• 数字签名镜像。 镜像构建完成后，其完整

性应在部署前接受验证。我们可以利用惟一摘要

标识符对部分镜像格式进行检测，从而把握其内

容何时曾发生变化。利用私钥签名镜像实现加密

保证，确保用于启动容器的任何镜像皆由可信方

所创建。

• 加强并限制对主机操作系统的访问。 由于

运行在同一主机上的容器共享同一操作系统，因

此确保其仅接入与自身作用相关的功能集就非常

重要。我们可以利用内核安全功能与模块(例如

Seccomp、AppArmor以及SELinux)实现这一

目标。

• 特定应用级细分策略。 微服务间的网络流

量可进行细分，用以限制具体连接方式。但在实

施层面，这要求我们根据标签及选择器等应用级

属性进行配置，从而将IP地址等传统网络复杂性因

素抽象出来。细分工作的难度在于必须预先定义

通信限制策略，且保证其不会影响容器在环境内/

跨环境情况下的通信能力。

• 保护容器所使用的敏感信息。 微服务间经

常交换密码、令牌及密钥等敏感数据。如果将其

存储在镜像或者环境变量中，则可能引发意外泄

露风险。因此，Docker与Kubernetes等平台皆

集成有敏感信息管理功能，确保其仅在必要时分

配给正确的容器对象。

Docker、红帽以及CoreOS等领先容器平台与

工具能够提供部分乃至全部上述提到的功能。选

择这些方案能够帮助您快速实现构建与部署阶段

的安全保障目标。

然而，构建与部署阶段的控制手段并不足以实

现彻底安全。之所以无法在容器启动前解决所有

安全问题，原因有三：第一，漏洞无法被完全消

除，新的漏洞终将出现; 第二，声明容器元数据与

网络细分策略并不能完全预测高度分布环境中的

所有合法应用活动; 第三，运行时控件的使用非常

复杂，经常出现配置错误，并导致应用程序遭受

威胁。

运行时内容器保护

运行时阶段的安全保障包括发现并在必要时停

止容器运行所需要的所有功能——可见性、检

测、响应以及预防等等。安全人员需要对安全事

件的根源进行调查、判断与确定，从而作出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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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救。以下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几大重要前提：

· 对整体环境进行持续监控。 能够实时追

踪全部运行中容器内的活动以提供“真相来源”

，从而及时发现攻击及策略违规。我们可以选择

市场上的多种不同容器相关数据监控框架，但请

确保其符合您的容器规模与速度需求。

· 对分布式威胁指标进行关联。 容器的一

大特性在于根据资源可用性分布于计算基础设施

之上。由于应用程序内可能包含大量容器，因此

违规指标可能同样分布于众多主机当中。因此，

我们需要对其进行规模化快速关联，从而将对应

指标与特定攻击联系起来。

· 分析容器与微服务行为。 微服务与容器可

将应用程序拆分为执行特定功能且不可变的众多

小型组件。如此一来，我们将能够更轻松地理解

预期的正常行为模式。而与正常基准不符的行为

则可能代表存在恶意活动。

· 利用机器学习强化威胁检测。 容器环境

下生成的数据规模及生成速度往往超出常规检测

技术的承载能力。自动化与机器学习类方案能够

更高效地实现行为建模、模式识别与分类，从而

提高判断准确度并减少误报状况。但请不要使用

那些仅利用机器学习生成静态白名单的解决方

案，其往往会带来严重的误报并令管理人员因疲

劳而忽略掉真正的威胁。

· 拦截并阻止未授权容器引擎命令。指向

容器引擎的命令用于创建、启动并终止容器以及

运行于容器内的全部负载。这些命令的出现可能

破坏容器环境，因此必须禁止一切未授权容器引

擎命令。

· 自动响应与取证。 容器因生命周期较短而

很少留下可用于事件响应及取证的信息。此外，

云原生架构通常会利用新系统替换存在问题的系

统，导致容器在取证调查时已然消失。自动化机

制能够确保快速捕捉、分析并升级信息，从而减

轻攻击与违规活动的影响。

基于容器与微服务技术的云原生体系正快速普

及，并迫使安全人员重新考虑保护手段的实际成

效。一套全面的云原生软件安全程序应面向整个

应用程序生命周期，包含容器的构建、部署与运

行阶段。希望今天的文章能够为大家在这方面带

来一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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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测试工具的发展正处于人工智能测试工具变革的边缘。尽管还有一段距

离，但我们相信，使用人工智能进行可靠的软件测试的时代很快就要到来了。

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软件测试和
开发的未来

大约一年前，在一次大型测试会议上，五名

资深工程师坐在大约300名测试工程师面

前，自信地宣布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将接管软

件测试的世界。他们说得对吗？

我们认为人工智能在计算机中的开发并不能真

正取代测试工作，但它将改变测试工作的完成方

式。

在移动应用程序大行其道的今天，我们也看到

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应用，特别是在软件测

试中。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开发机器人和人工智

能应用，利用它们提高成本，节省时间。

机器人研究领域有据可依的历史并不算长，但

是由于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在软件测试中的应用日

益增多，这些数据正在迅速增多，相关的规范也

会快速形成。就软件测试中的机器学习而言，机

器人的训练速度比人类更快，他们可以成为软件

开发方面的专家。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在测试的范

围、工作量、调试充分性、连续测试等方面影响

着软件测试和开发。

1.测试范围和工作负载

软件测试中的一个常见问题是，随着一个项目

的建立，测试的参数会上升，从而导致测试团队

额外的工作量，这已经限制了他们的能力和他们

能高效工作的时间。

使用人工智能机器人，测试人员可以重构测试

以包含新的参数，并且测试的覆盖率可以增加且

不增加测试团队的工作量。机器人自动化工具同

样可以定制先进水平的平行试验和自动调谐的任

务。软件测试人员可以拥有一个完整的机器人测

试自动化团队，运行广泛的测试范围，并负责监

督、检查和协助他们编制测试程序。

2.调试充分

译者：刘妮娜

来源：51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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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AI机器人可以实现7天24小时工作，它

们可以在需要时经常调试项目，在测试中可以在

不需要人工信息的情况下扩展测试时间。测试人

员能够检查和分类测试结果并解决问题。发展到

更进一步，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自动化测试，机

器人可以实现修改代码来解决错误或预测潜在的

薄弱环节。

3.先进的连续测试

利用人工智能在机器人中推进连续测试，可以

扩大测试能力的范围。例如，利用机器人进行自

动化测试有助于报告偏差或区分和清除被污染的

信息。再次，利用人工智能问答做一些蹩脚的工

作可以提高测试的质量和提升测试团队工作的可

行性。

机器人及人工智能技术在软件测试中的现在与

未来

在自动化测试过程中，保持代码完整和增加新

功能是根本。当前测试的局限性在于，机器人只

能在建议的情况下搜索错误，而任何新组件对测

试结果没有影响，除非人类测试人员幸运的发现

了一个小的变化。此外，人工智能的进步可以帮

助我们发现产品中微小变化的深刻性。软件测试

中使用的人工智能系统能理解客户机需要什么，

可以比测试人员更快地生成数百个测试用例的代

码。

目前，你必须维持在任何数例的情况下，软件

测试的聊天机器人或框架在预期环境下可以区分

错误与亮点。”智能机器人”不再只是一个流行

的术语。这是现实。这在自动化测试世界中是有

效的，因为它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如果你暂停1分钟来考虑我们经常使用的创新

工具，人工智能在机器人技术中的应用已经开始

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所以做好准备！开源测试

工具的发展正处于人工智能测试工具变革的边

缘。尽管还有一段距离，但我们相信，使用人工

智能进行可靠的软件测试的时代很快就要到来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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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介绍Coverity的静态代码分析是如何在不同部署场景中，被

用来扫描那些组成安全洋葱(Security Onion)发行版的软件包。

利用静态分析加固开源入侵检测
系统(IDS)的最佳实践

入侵分析人员使用网络安全监控(NSM)的原

理来保护计算机系统。NSM是“在对各种

入侵进行检测和响应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标识和

警告环节的收集、分析和问题升级”。NSM的核

心功能包括入侵检测系统(IDS)，基于网络的

IDS(NIDS)，主机入侵检测系统(HIDS)和物理入

侵检测系统(物理IDS)。分析人员在部署之前应当

评估诸如IDS和HIDS的软件包。

我们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法来评估给定软件包

的安全水平，而其中的一种是使用Aberlarde安全

系统工程法。这种方法在软件开发生命周期

(SDLC)的各个阶段详细评估了商业和开源软件包

的安全特性。检查开源软件的优势在于可以直接

访问它们的代码。通过这种直接访问的方式，开

发人员可以使用诸如代码检查和静态代码分析的

各种技术。

静态代码分析(SCA)是在不执行软件本身的情

况下找出代码问题的一种方式。为实现这一目

的，SCA的相关工具通过使用各种可能的输入数

据，来模拟代码执行的不同分支可能性。SCA工

具能兼顾发现质量方面

(如COPY_PASTE_ERROR，FORWARD_

NULL，INCOMPATIBLE_CAST)和安全方面(如

UNINIT，BUFFER_SIZE和USE_AFTER_FREE)

的问题。SCA工具同时也能提供一些特定的修

复，以便开发者应用到源代码上，来减少软件的

缺陷密度。它是通过组件的大小(通常是代码的指

定行数)除以缺陷的数量，来计算出缺陷的密度。

在2014年，开源软件的平均缺陷密度为0.61每一

千行代码或称KLOC。相比之下，商业软件的缺陷

密度则为0.76每KLOC。

我们有许多源自OWASP的静态分析工具可供

选择。自从Coverity扫描服务面世以来，该公司

在过去的十年里备受瞩目。开源开发者们免费将

他们的代码提交到Coverity基于云服务的扫描服

务上，以进行分析和检查。Coverity还可在客户

译者：刘妮娜

来源：51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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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地环境中部署一个商业产品，以提供各种相

同的分析工具。本文将介绍Coverity的静态代码

分析是如何在不同部署场景中，被用来扫描那些

组成安全洋葱(Security Onion)发行版的软件

包。

安全洋葱

安全洋葱是由Doug Burks维护的一个Linux发

行版，其中包括完整的数据包捕获、NIDS、HIDS

和一整套分析工具。这些工具包括：

• netsniff-ng：用于全量数据包的捕获

• Snort、Suricata和Bro for NIDS

• OSSEC for HIDS

• Sguil、Squert、Snorby、and ELSA：用于数据

分析

与单独配置每个工具相比，使用安全洋葱发行

版可以节省时间。在着手使用该发行版进行开发

之前，请遵循Burks 2016来安装、配置和更新安

全洋葱。一旦完成之后，开发人员就可以检查安

全洋葱软件包的源代码，以发现各种安全漏洞。

Coverity扫描

Cover i ty的首个部署选项是Cover i ty扫

描。Coverity扫描是一种云服务，也是一个免费

的开源社区，已注册的开源开发者可以上传他们

的源代码用作分析。Coverity的静态分析引擎随

即执行对源代码的分析。之后，开发们就可查看

结果报告中的各种问题，并遵循给出的建议来解

决问题，然后再重新提交源代码。

Coverity扫描的实例：Wireshark

在使用Coverity扫描时，开发人员一般遵循四

个步骤：构建、分析、提交缺陷和审查结果。在

构建阶段，原始的构建命令被作为参数传递给

Coverity的命令行：cov-build工具。cov-build

的指令运用带有—dir的标记，在中间目录下进行

原始构建和存储信息。让我们以Wireshark为

例，来看看Coverity的如下编译命令：

1. $ cov-build --encoding UTF-8 \ 

2. --dir ~/cov-inter-wireshark make 

在分析阶段，中间目录被手动、或一个连续集

成系统(如 Travis-CI)上传到Coverity的扫描处。

代码分析是在Coverity服务器上进行的，而并非

开发人员的本地系统之上。Coverity将自动处理

提交缺陷的阶段。通过登录到Coverity连接的网

络接口，各个缺陷将在源代码的行内显示出审查

的结果。

Wireshark项目拥有着Coverity扫描的一批活

跃用户。自2006年以来，他们修复了数以千计的

缺陷。如图1所示，软件的缺陷密度非常低，只有

0.26每KLOC。

图1：Coverity扫描：Wireshark (https://

scan.coverity.com/projects/wireshark)

Coverity的本地分析

相对于Coverity扫描的云服务而言，开发者也

可以选择购买Coverity的商用产品。商业产品可

以本地模式运行在他们的网络之中。一个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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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ity部署要用到两台机器，来构成客户机/服

务器架构。

安全洋葱一般作为本地开发主机，以客户端的

方式将其结果发送到Coverity的数据库服务器

上。默认情况下，安全洋葱的软件包以可执行文

件的形式被安装。开发人员必须事先下载它，然

后编译并分析相应的源代码。

开发人员在客户端主机上执行代码分析，而并

非使用Coverity扫描的服务器。存储结果的数据

库是在本地网络上，而不是在Coverity扫描的服

务器上。如图2所示，通过登录到Coverity的

Web服务器，并选择合适的项目(如 Wireshark)

，便可浏览到各种不同的结果。

图2：Coverity的项目菜单

如图3所示，一旦选中了某个项目，就可以继

续选择Coverity的菜单(三道线的图标)，并选择“

高危安全风险”。

图3：高危安全风险过滤器

这张图将所有的Coverity缺陷过滤到了一个仅

包括安全问题的较小列表之中。

修复安全漏洞

在修复代码之前，让我们来看看如何对软件使

用“不伤害原则(do no harm rule)”,以及如何将

编译器的警告纳入静态分析的体系中。

不伤害

“学写整洁的代码并不容易”。在开始的时

候，源代码可能是整洁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

会变得“越来越杂乱”。对于一个优秀的开发人

员而言，既要会写源代码，也要会阅读。如果不

熟悉代码的读与写，入侵分析人员将会面临艰巨

的挑战。

“我们可以将美国童子军的一个简单规则运用

到我们的专业领域：在离开营地时，将其打扫得

比你发现它时更干净。如果我们都能在代码签入

时，使其比被签出时更加整洁，那么代码就会不

朽了。”。

“不伤害原则”有两个好处：开发人员能提高

自己的编程技巧，同时原创作者也会认可开发者

是负责任的披露(responsible disclosure)。

编译器的警告

静态代码分析的另一个方面是编译器的警告。

人们常重视代码是否能编译通过，而忽视了编译

器的各种警告。我们以daq-2.0.6程序包为例，文

件daq_afpacket.c的第859行声明了一个变量

rc：

1. int rc

第866行包含了：

1. rc = send(instance->peer->fd, NULL, 0, 0) 

而编译器的警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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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q_afpacket.c:859:25: warning: variable 

‘rc’ set but not used  

2.     [-Wunused-but-set-variable]                      

int rc 

编译器会告知开发人员：来自调用函数send()

的返回值设置了变量rc，但是rc并没有在后面的

函数中被使用到。因此一种解决方案是：删除第

859行，并将第866行改为：

1. (void) send(instance->peer->fd, NULL, 0, 

0) 

这种修改屏蔽了编译器警告，并尽可能地贴近

原始代码。通过将send()的返回值调用分配给

(void)，目前的代码就会忽略它了。另一种可能性

的解决办法是：在第866行后，添加额外的代

码，以检查rc所有的返回值。这样修改了程序的

执行，因此需要由维护人员进行审查。

编译器也具有“视警告为错误”的能力。如果

开启了此功能，则会有益于在分阶段的项目中引

入编码的规则。开发人员能够一次只开启一个警

告，逐个修复，之后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再打

开额外的警告。比如：在Adobe Photoshop中，

编译器就具有开启“视警告为错误”的选项，以

使开发团队提高整体发现能力。如果在构建系统

时连续出现新的编译器警告，并有构建的失败，

那么团队就能迅速发现这些错误。开启“视警告

为错误”的另一个原因是：尽量减少各种静态分

析的缺陷，从而在添加其他工具之前，通过编译

器的帮助，更好地在代码层面上消除那些缺陷。

Coverity的各种安全检查

Coverity的7.7版本有着七十多种适用于C和

C++的检查，其中有十八项是注重安全问题的。

本节将重点介绍UNINIT，BUFFER_SIZE和USE_

AFTER_FREE。

1. UNINIT

在ANSI C语言中，“变量的初始内容是不确定

的”。由于该语言允许各种变量在定义时不被初

始化，因此经常有大量的没有显式初始化的变量

在C语言代码中。一些代码在变量声明之后被立即

赋值，因此完成了初始化。而有时，编译器会自

动将变量赋值为零。因此开发人员必须记住这些

规则，这也就给软件编程留下了安全隐患。虽然

已有针对C语言该问题的解决办法，但现如今，对

于开发者来说还是需要记住这些规则的。

消除这些问题的一种方法是使用Coverity的安

全检查--UNINIT。UNINIT查找未初始化的堆栈变

量，以及在堆上被动态分配的、可能会导致崩溃

或安全问题的内存。在文件sf_bpf_filter.c的第

222行中，daq-2.0.6程序包声明了一个int32类

型的、名为MEM的数组。

图4：mem的声明

第406行在未初始化的条件下使用mem。

图5：mem的分配

如图中的绿色代码所示，Coverity通过循环执

行所有的代码路径来仿真运行。仿真发现了：在

至少一种条件下，变量MEM在初始化之前被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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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了变量A。要解决此问题，需明确地将如下第

222行的数组进行全零式的初始化。

1. int32 mem[BPF_MEMWORDS] = {0} 

2. BUFFER_SIZE

Michael Howard和David LeBlanc在《编写

安全代码》一书中提到：“一个缓冲区溢出缺陷

所需要的对应安全补丁的成本，有时会高达

$100,000”。Coverity的安全检查--BUFFER_

SIZE能够帮助开发人员找到，并修复他们C/C++

代 码 里 所 包 含 的 各 种 缓 冲 区 缺 陷 。 我 们 以

snort-2.9.8.0程序包为例，文件encode.c的第

962行初始化了PROTO_ID的各种可能变量类

型，直到PROTO_MAX。PROTO_MAX是

PROTO_ID枚举定义的最后一个元素：

1. typedef enum {  

2. PROTO_TCP  

3. PROTO_UDP 

4. ..............   

5. PROTO_MAX } PROTO_ID; 

如图6所示，第960行定义了功能函数UDP_

Encode。

图6：越界读取的示例

绿色的代码显示了Coverity所用到的执行路

径。从NextEncoder函数返回的值被存放在

PROTO_ID的下一个类型中。因此存在着如下的

情况：其返回的值可能是PROTO_MAX、或22，

这是枚举的最后一个元素。因为数组的索引始于0

而不是1，第992行所指定的下一个位置虽然超越

了数组末尾，但是会被索引到编码器数组之中。

为了防止这种缓冲区溢出的可能，在它被索引到

编码器数组之前，我们可以用if/else语句将第

992行“卷回来”，以检查其下一个是否仍然小

于PROTO_MAX。

3. USE_AFTER_FREE

定义各种变量时，一般为它们在内存中保留一

个位置。当程序明确地应该释放内存时，开发人

员需要确保被释放的内存不会再有被使用的可

能。以不规范的方式使用内存，可能会导致不可

预测的结果，和被利用的可能。

消除这些问题的一种方法是使用Coverity的安

全检查--USE_AFTER_FREE。我们以netsniff-

ng-0.6.0程序包为例，在文件curvetun_client.c

的第304行中，声明一个指针去指向一个称为“

前导(ahead)”的数据结构。如图7所示。

 

图7：netsniff-ng – 前导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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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8所示，第339行将前导指针分配给ai。

图8：前导指针赋值

Coverity在第358行发现前导指针已被释放。

第367行的goto语句将程序的执行跳转到第311

行。下一次通过在第339行的循环，指针在未被

事先检查为NULL的情况下，被分配给了ai。要解

决此问题，应当添加以下代码到第358行之后，

将指针设置为NULL。

1. ahead = NULL 

负责任的披露

修复了各种漏洞之后，开发人员有责任向维护

人员披露其程序代码。对于像使用到GitHub的

Wireshark之类的项目，各种修复项目文档(如

Wireshark开发者指南,2014)，被以“git 

push”的命令予以提交。其他的项目也会有邮件

列表，或缺陷跟踪系统用于各种修复的提交。

未来的工作

在2016年1月，Coverity发布了静态分析工具

的8.0版本，其中一个主要的新功能是具有分析

Python代码的能力。安全洋葱包含一种被称为

Scapy的数据包处理工具。Scapy正在被日益普

及，尤其是在构建物联网时，可被用来分析入侵

和调查各种设备。未来的项目还会去检查Scapy

的静态代码分析结果。

结论

利用开源IDS加固计算机网络，需要入侵分析

人员了解系统里各种软件包的安全特性。通过针

对IDS的软件静态代码分析，分析人员会对开源软

件所提供的安全特性更为了解。

i d  S o f t w a r e 公 司 的 联 合 创 始 人 J o h n 

Carmack曾说：“作为一个程序员，近年来我所

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积极地推进了静态代码

分析。”这就是这位最有名的软件开发者给大家

的有关入侵分析的最佳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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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cleo：新的无服务器
化超级英雄

如今在无服务器(serverless)领域出现了一个

新的超级英雄--nuclio。本文通过介绍它开

源的功能，向您展示它如何帮助开发者使用各种

高性能的无服务器化函数。

或许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么一种所谓的“平衡”

：如果某样东西就像无服务器那样抽象且易用，

那么它很可能是比较缓慢和不灵活的。否则的

话，我们不得不放弃高性能和易用性，来满足某

些独特的应用需求。但是如今，nuclio的无服务器

功能函数，却能让我们在不干扰既有架构的情况

下快速地创建和运行代码。nuclio不但在运行速度

上比裸机(bare-metal)代码要快，而且具有广泛

的应用范围。它不仅在调试上较为简单，更为重

要的是它可以运行在任何地方。

前一段时间，iguazio(译者注：这是一家数据

分析的服务提供商，专注于敏捷云和实时企业数

据的分析)需要在它的实时数据平台上运用某种方

法来增加自身的弹性和临时数据的处理能力，因

此 我 们 为 它 开 发 了 一 个 高 速 F a a S 层 ( 译 者

注：Functions as a Service的简称)。我们通过

在上一版所积累的经验，建立了一个独特的开源

的无服务器平台，我们称之为nuclio。它的特点如

下：

• 能交付出实时性能和最大的并发量

• 实现简单的调试、回归测试和多版本的CI/CD(译者

注：持续集成和持续交付)管道

• 支持可植入的数据和各种通用API的事件源

• 可在低功耗设备、笔记本电脑、私有云和公共云之

间进行移植

nuclio的架构

nuclio的核心部件是功能函数处理器(由GO所

编写，译者注：Go语言是谷歌2009发布的第二

款开源编程语言)。该处理器通过抽象的接口进行

工作，它是函数的“操作系统”，提供对事件、

数据、日志等方面的访问。相同的功能代码能够

被多种可植入的事件源(目前支持HTTP、Kinesis

、Kafka、RabbitMQ、MQTT、NATS、iguaz

io的 V3IO和多种模拟器)所提供。

一个由数据绑定的接口会去访问各种外部的数

据(如：对象、文件、数据库和各种数据流)，并且

负责所有的数据连接、安全性以及缓存的各个方

面。我们可以编写一个函数，来使用到本地的各

种文件，或通过HTTP去访问远程的数据，或是极

快地横向扩展数据库和基于TCP的数据流，或者

在 不 修 改 代 码 的 情 况 下 实 现 R D M A ( 译 者

注：Remote Direct Memory Access的缩写)。

nuclio处理器是实时的。访问nuclio “操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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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OS)”的事件和数据是由并行触发、零拷贝、

智能内存/线程重用以及非阻断IO式来实现的。编

写你自己的裸机函数可能会比在nuclio处理器的“

生态系统”中运行它要慢一些。单个nuclio函数处

理器可以每秒运行400000次函数调用(使用的是

一个简单的GO函数)，而在响应上只有0.1ms的延

迟。这个指标比大多数无服务器化/FaaS的解决方

案要快100倍。基于GO的处理器通过低延迟的共

享内存去联络其他语言的运行，从而访问并获悉

上下文环境转换时的清理，以及各种进程的启动

开销。

Nuclio当前支持四种应用模式：同步、异步、

流式和批量/交互式作业。它动态地在进程(the 

dealer)之间分配事件、数据流和作业任务。这些

使得无服务器适用于那些包含厚重的后端和各种

分析任务在内的，新的工作负荷。

nuclio关注便携性和可重用性：

• 可工作在低功率设备、Docker、Kubernetes以及

使用nuclio SDK的IDE内

• 在部署时将事件/数据源映射到不同函数或版本/标

签上

• 日志和统计数据可以被发往多种目标类型，或者发

送到IDE屏幕上

• 各个功能函数的镜像被存储在一个共享库里，并被

推到多个集群/设备上

nuclio的便携性体现在允许用户在他们的笔记

本上使用SDK或Docker来测试并调试各种函数。

然 后 用 户 将 它 们 传 送 并 运 行 在 不 同 的 云 端

Kubernetes集群上，或者将它们推送到多个物联

网设备的端点上。nuclio还简化了回归测试和诊断

过程：各个函数从模拟事件处接收到反馈之后，

将它们的输出写入结构化的日志文件，以便与预

期的结果做对比。预计将来升级到beta版后，它

们还能实现自动化的传递。

nuclio的60秒快速入门

如果您要部署一个完整的Kubernetes集群或

一套服务是不需要特别进行上手学习的。您只需

要用Docker的一体化(all-in-one)版本来启动

nuclio并进行测试便可。请您跟随如下的Linux命

令进行输入(假设Docker已被安装完成)：

1. docker run -p 8070:8070 -v /var/run/

docker.sock:/var/run/docker.sock nuclio/

playground 

然 后 ， 您 可 以 打 开 浏 览 器 ， 输 入 地 址

HTTP://<machine-ip>:8070，接着您就可以看

到nuclio的工场(playground)用户界面(UI)了。

nuclio的工场附带了一些内置的示例，它们诠

释了如何通过行内注释或预定义事件来编写函

数、使用日志和添加相关的包套件。

如果您想要上手学习的话，可以从下拉列表中

选择一个示例，对它进行编辑和重命名，然后予

以推送式的部署。各种编译错误会在日志中显示

出来，以方便您进一步进行修复，并重新部署。

一旦完成之后，您就可以使用调用(invoke)标签手

动生成事件，从而对函数进行测试。通过使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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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级别的筛选器，你还能修改日志的复杂程度和

问题调试的粒度。需要注意的是：在后台，nuclio

会根据你的函数去生成各种Docker的容器或

Kubernetes的相关部署。

您既可以使用自己喜欢的IDE去开发nuclio的

各种功能函数，也可以导入或克隆现有的nuclio 

SDK，同时您还可以参照它们自带的README或

一些示例。您要想了解更多信息，请参看nuclio在

Github上的文档(https://github.com/nuclio/

nuclio/blob/master/README.md)。我们在那

里重温了nuclio的架构，并且提供了有关使用和

CLI(译者注：command line interface)方面的细

节。当然您也能在那里得到nuclio社区的帮助。

目前，nuclio仍处于开发阶段，它支持Golang

和Python语言，而它的Java和Node.js版本也即

将被推出。请和我们一起加快对它的新功能开发

吧，记得为它点赞。

■

探 城

45态牛 Tech Neo



挨踢部落故事汇(29)

开发转型测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Gavin有着20年的工作经验，拥有多个项目和

系统的开发经验。最初从事Java系统开发，

对比较流行的开源框架都有使用过。后来转测试

方向，在测试领域带领团队实施兼容Web测试平

台搭建，性能测试实施，自动化测试实施，移动

端测试及测试技术探索。目前主要做管理和技术

指导工作。

从开发到测试，华丽转型

当时Gavin认为自己开发的一个很健壮的项目

Gavin•测试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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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被测试出许多Bug，因此他对测试产生好奇，

同时也想扩充自己的能力面。这样在后续的一个

偶然的机会中，他就转到测试工作上了。最开始

他不明白测试的方法和过程，通过学习，培训和

实践逐步了解。测试初期Gavin做的是测试技术支

持，专门做测试软件的售后技术，以及性能，自

动化测试。

因为从开发转过来比较容易上手，对于一些工

作中遇到的开发人员不配合或不理解的情况，他

比较能够理解，对于这样的干扰一般通过测试概

念多沟通增强开发人员的质量意识来形成互相支

持。如今Gavin在测试行业也已工作多年，后来慢

慢带团队做全职测试了，包括功能的也会做。

之所以转型做测试，Gavin纯粹是当时的兴

趣。但是未来开发和测试是统一的，技术发展的

好，将来开发兼测试，测试也是开发，界限会模

糊的。开发的压力往往在于工期紧，有些需要技

术研究等，目的在于建设实现上。测试的压力也

有工期的问题，但测试的责任压力是非常重的，

如果有问题发生往往第一责任人是测试，因此要

求测试特别细致，同时需要考虑的功能也要全

面，工作量并不比开发少。

相比以往，测试工作同样需要技术，而且对技

术要求越来越高，就像自动化测试与开发无大的

区别了。测试人员除了要理解测试理念，还要关

注技术部分。这样能更好的发现和理解深层次的

问题，比如：多线程。这样才能知道是否是并发

的问题。包括一些框架的概念，有助于定位问

题，还要了解数据库技术，可独立填充数据和做

压力测试数据。

对于转型做测试的新手来说，Gavin建议一般

可从技术支持岗位入手。比较容易，测试技术相

对少，对于有过开发经验的人来说上手快，不必

太多去了解复杂的业务。只是测试基本方法不了

解，这个需要一点学习，相对来讲测试难度不

大，可比较顺利开展工作。

测试中常见的问题列举两个：

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需求做案例，这个是测

试人员的基本要求。通过系统的学习测试基本理

论方法，如：边界值，等价类等。然后将这些方

法进行工作实践。能快速进入测试工作。

第二个问题是测试工具的使用。需要理解这些

工具的概念，原理。没有啥特殊的方法，只有通

过文档和实践来学习。多看网上资料，看原始文

档，测试环境验证，基本上都能掌握。涉及特殊

环境下问题通过查文档和论坛等搜索资料来解

决。

对解决的问题进行整理记录，积累提高。

浅析测试用例管理停滞的原因

对测试及开发过程和技术都了解一些，这次

Gavin谈谈测试中测试用例的管理和体会。主要是

分享一下测试案例的管理问题，这个一直比开发

落后。自入行到现在他经历了几个公司，无论是

做开发时期还是到现在做测试管理，在自身的体

会中以及从多数同事和朋友了解到测试用例的管

理基本上还是以Xmind和Excel为主，只有少部分

公司采用了商业化方案或自研的工具。

相比开发的技术更新迭代频繁，测试在这个方

向没有多少进步。造成测试用例管理停滞的原因

是什么呢？Gavin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  商业工具费用高，一般公司不能负担成本

这些工具对于中小公司作为软件采购是不现实

的，必要的软件工具都不一定是正版采购（没有

歧视的含义），更谈不上这些昂贵费用的支出。

多数情况下采用免费版本的拿来主义，尽量使公

司的管理模式和软件有更好的匹配，也造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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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各种软件流行，没有人能占据主流位置；

2、  自研能力有限，或成本投入不合算

自研需要开发团队来处理，对于测试自主开发

工具往往在技术能力上也有欠缺；即使是自动化

测试人员也是更多的关注于业务领域，对于纯产

品类的研发技术深度和广度都需要积累；

3、  测试人力成本低，增加人力即可弥补问题

这是比较现实的一个因素，功能测试人员大多

是刚毕业进入此领域，很少有在相同业务领域长

时间做功能测试人员，很多是在3年左右熟悉业务

后进入其他工作领域，有转做产品，开发，包括

售前支持；也有很多在测试领域转向性能测试和

自动化测试。这个过程中学习测试用例的设计，

执行测试，也并未更多考虑到相关管理问题。

另外，相对开发来说能比较快速补充人力资

源，个人任务量的减少也降低的对案例管理的需

求。就管理层来说这个因素也对项目测试任务量

的准确评估不必要求过高从而放松了对测试用例

的管理要求；

4、  测试过程在公司的生产环节重视程度不够

相较于大公司的产品过程，大多数公司对测试

环节没有深刻认识到它的作用，往往会出现“简

单测一测”的行政指令，让本就资源不足的测试

更加雪上加霜难以充分执行，造成最先去掉的就

是测试用例设计，没有了这个环节管理也就无从

谈起了。即使是外包项目由于时间压缩经常出现

测试用例的软件交付后设计。

虽有成本及其他因素，但还是希望用例的设计

和管理能够得到充分重视和推广。有无好的解决

方案呢？Gavin认为有以下两点：

1、  测试理念的推广，让大家充分了解测试，

认识测试的重要性，保障测试的严格执行；

2、  管理工具的演进，通过工具技术的提升让

用例管理更方便，更易用；

最后做一点展望，希望测试工作能深化和发

展，让测试充分为软件产品质量保驾护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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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踢部落故事汇(30)

我与Python的相爱相杀

Taniey与Python 结缘也是个意外，公司重

组，他和队友顶着几个星期的压力，徒手搭

建服务器，这才有了与Python的故事。有BUG要

上，没有BUG制造BUG也要上。希望用他这7年

的填坑经验给同样在Python世界里挣扎的人以兹

鼓励。

T a n i e y 是 个 典 型 的 吊 丝 程 序 猿 ， 爱 好 发

呆，Bug专属制造者。曾挖了无数坑，埋了自己

坑了队友。

挖完坑就跑？那不能够。。。做不倒全身而

退，就踏踏实实填坑吧。

初识Python，从官网开始

话说Taniey与Python 结缘也是个意外，由于

公司重组，领导把他和队友们都给拉出去，说：

给你们几个星期，把服务给建起来，否则…,（哈

哈，没那么严重了，就是把他们单独分出去成立

子公司，所有东西都要重新开发，不过压力还是

蛮大的），没办法，他这个C++死粉如果还采用

C++去做开发，那等服务开发出来早就死翹翹

啦，转去寻求其它开发效率更高的语言，这才有

Taniey•Python开发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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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与Python的接触。

半 路 出 家 的 T a n i e y ， 在 这 之 前 可 是 一 点 

Python的影子都没接触过。别人都说买书学，可

是他呢，小抠儿就没买（其实就是时间太紧，看

书那真是来不及的）。网上学吧，当时他找个一

个网址真是不错，写的既简洁，又很实用，虽然

网址只是对有其它语言基础的更合适。不过很遺

憾，Taniey找不到这个网址了，能找到的都是些

系统讲解的网址，如果要进行系统学习这些网址

很好，大部分开发者都在短时间进行快速攻坚，

还是找点儿干货。

对于买书，Taniey觉得书是个好东西，既能随

时看，又能够系统地学习，不过想要得到一手的

资料， Python官网就是不二之选，为什么这么

说，国外网站，对产品的说明文档，没得说，很

有条理，也很详细，并且全部内容也不是很多

（Python本身语法就不多嘛，很多开发者说

Python简洁，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一个星期

就可以看完，还是在业余时间！所以不要犹豫，

去看吧，顺便还能学点英语，多好~~

再识Python，已是囊中物

学习Python，最好是有项目可以做，在项目中

学习这是最为快速的学习方法，工作学习两不误

（话说哪有这个好的环境让你学，那公司可真是

仁慈啊），现在想想当时顶着压力学的Python，

还真是万幸。

都说Python代码简洁，初学还是建议先不要刻

意追求他的代码有多简洁，先繁后简再优化（虽

然说得有点不负责任，不过有多少代码是一次成

型的？），先用起来再说，尤其是对其它编程语

言的转型者而言。当你对Python如鱼得水的时

候，你会看到Python是如此的强大。

有一点需要注意，Python现在有两个主版本在

使用，并且是不兼容的，初学者的大坑啊。

1、比如 print 的使用：

在Python2 里你可以直接使用：print “没有

括号的 print 打印”

在Python3里你需要强制使用：print(“有括

号的  print 打印”)

Python2 里的 print 与 Python3里的 print，

如果你去看两个版本的print 解释文档，就会发

现，python2解释文档里有一个，注意说明

（Note）,告诉你这个不加括号的 print 是使用了 

print 声明（statement），加了括号的print 才

是真正使用的 print 函数（function）。

有兴趣可以自己找到看：

Python2；Python3

2、Python2 到 2020年就会停止更新，所以

如果不是有历史问题就使用Python3吧。Taniey

不才就入了这个坑，还好 Python有个 py2to3。

另外，用Python2的时候一定要注意Python

字符串编码，很容易就掉进去出不来。

3、Python的tab与空格。因为 Python是以空

白字符来检测作用域的，所以，空白字符的使用

就比较重要了，很多人在里没少栽跟头，在这里

最好养成一个好习惯，使用空格不要使用tab，好

在一般IDE，都会对tab 和空格做自动转换，方便

许多。

如下几行代码：你能知道哪个是空格，哪个是

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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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字符显示出来，就更明白了：

做Python给Taniey最大感触就是基本上不需

要写太多东西，需要用到什么只要去PyPI上找一

定能找得到。

4、IDE 选择。作开发，IDE是必不可少的，网

上可以搜索到很多关于介绍Python IDE的，一说

都是一堆，当时Taniey没经验，只能挨个测试。

他测试的血泪史就先不说了，就说说测试结果：

在windows上做的开发 ，并在 linux 上运

行，Taniey测试最多的是：

        Notepad++ ,  Visual studio PythonIDE 

插件，Eclipse+PyDev， PyCharm

①Notepad++：没错，就是一个记事本性质

的工具，而且最开始他居然选的就是这个，当初

用它是因为简单，后来不用它没办法也是因为太

简单了。虽然这个工具可以加很多插件来达到类

似IDE的功能，不过跟真正的IDE还差得远呢。

②Visual studio PythonIDE 插件，这个插

件，与Visual studio 天然集成，很符合 VS风

格，起初他用的时候还是相当不错，不过用多了

就会发现到处都是BUG，招人厌了（当时Taniey

用的时候才刚2.0，现在都什么版本）。

③PyCharm，听官网吹得挺好，Taniey感觉

就是拿Eclipse 改出来的，没啥特别（不要喷，萝

卜白菜，各有所爱）。

（感谢@北京-unicorn-数据友情提供破解版）

PyCharm破解版，License server 填写>>

PyCharm注册码的方法>>

第三种方法更麻烦：IntelliJ IDEA License 

Server本地搭建教程

④Taniey最喜欢的还是 Eclipse+PyDev，基

本上开发者想用的功能都有了，如果Eclipse 用得

好，这个应该也不是问题。Taniey强烈推荐。

5、Python 的 Python Enhancement 

Proposals (PEPs)，其中包括：pep8 的Python

代码风格规范，如果要使用Python作项目建议 多

看看这个 pep8规范。对你的编码风格很有帮助。

参考网址>>

借用 Tim Peters 的 Python之禅。参考网址

>>

翻译网上自己找，很多。

【写在最后】

从C++到Python，Taniey越来越爱上这个强

大的编程语言——Python，光是用Python来开

发的光阴就将近四年了，大多是视频服务类产

品，用Python做接口。坑都是摸爬滚打挖了填填

了再挖的，用Taniey的话来说就是有BUG要上，

没有BUG制造BUG也要上。希望用他这些年的填

坑经验给同样在Python世界里挣扎的人以兹鼓

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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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踢部落故事汇(31)
一名合格的网络工程师是如何炼成的？

或许现在许多人都认为 IT 行业的入门门槛真的

很低，参加一下 IT 实训，出来以后就可以作为入

行 IT 职位的敲门砖。更有甚者，读几本书，看几

个案例，就认为可以入门了。然而，作为勉强算

是转行成功的人来说：知其皮毛易，明其原理

难。任何职业生涯的改变，都需要耗费无数的时

间和精力去努力，尤其是 IT 行业。

Kevin跨行转入 IT 圈，曾做过集成、也做过售

后支持，目前主攻网络及安全方向。生性坚毅，

热衷于探求细节。他坚信一法通万法通，技术改

变世界。Kevin这几年摸爬滚打成了实打实的网络

运维老司机。那么一名合格的网络工程师的思维

方式是怎样炼成的，如何一步一步提升技能？

一、明确目标。

这一步其实并不容易，人最困难的就是知道自

己想要什么，以及为了这个目标需要做哪些准

备。作为网络工程师来说，它就是运维的一个延

伸 。 通 常 来 说 ， 需 要 了 解 操 作 系 统 原 理

（Windows & Linux）、网络基础知识（TCP/IP 

协议、OSI 网络参考模型、路由交换以及基础的

安全管控），这些都是基础中的基础。

获取这些技能的来源常用的有两个：阅读和技

术交流（略去不表，后续展开）

作为乙方人员，需要了解的是甲方的需求。

Kevin·网络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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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甲方人员，需要了解的是工作岗位的需

求。

作为自我，需要了解的是职业生涯的规划和目

标。

重要，很重要，非常重要。

二、思维方式。

转行做网络运维，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网调

整。公司搬迁时，上级领导要求重组网络架构，

做到清晰、可控、易管理。

1、清晰。Kevin将组网划分与公司组织架构相

匹配并记录在案。

2、可控。对各个网络部分的安全策略划分，

保障重要部门在网络层面的安全。按照重要等级

划分为（参考）。

重 要
等级 部门 安全策略 备注

I 级
服务
器、网
络设备

屏蔽所有非必要端口的
访问和网络探测，运维
部门尽可通过固定的一
个（或多个）IP 地址进
行远程管理和维护

仅作
参考

II 级

财务部
门、研
发部门
以及运
维部门

屏蔽内网来自任何非本
部门的远程访问和网络
探测

仅作
参考

III 级 行政后
勤

屏蔽内网来自业务团队
的远程访问和网络探测

仅作
参考

IV 
级

业务团
队 不做策略 仅作

参考

这些只是一些简单而且基本的规划流程，更多

的还有非技术层面的管理，两者结合才能达到可

控的目的。

3、易管理。在完成清晰可控的基础上，完善

相应的配置文档，制作标准操作手册等等。为后

续的维护人员提供有效直观了解当前网络系统架

构的文档。降低维护人员的时间成本。

参考上述简易的组网过程，要建立适合自己工

作的思维方式。对于Kevin来说：就是接到任务的

时候，先分析整个任务过程的阶段，每个阶段有

什么样的困难、需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将所有

的思路落实到纸面上，必要情况下征求同事甚至

领导的意见。然后，每一步的执行过程中，做好

记录，为后续相关文档的输出以及系统正式运行

维护提前做准备。

进行阶段性的分解和整理，会很好的把控任务

进度，同时提升自己在任务执行过程中多维度的

思考能力。

三、技能框架。

谈技能框架Kevin觉得可能有些大言不惭，不

部门 网段

财务部门 192.168.10.0/24

业务团队 192.168.20.0/24

研发部门 192.168.30.0/24

运维部门 192.168.40.0/24

行政后勤 192.168.50.0/24

内网服务器 172.16.1.0/24

DMZ 区服务器 10.32.1.0/24

远程管理 10.88.1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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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技巧和方法算是能力提升的有效途径和手段。

举例来说，某次对新上架的服务器（ReadHat 

6.5）执行双网卡网卡聚合配置。此配置有两种方

案供选择：一种是在接入层交换机做硬件的端口

汇聚；另一种是在系统内做 bond1 的网卡聚合。

当时考虑到配置的方便性（其实是偷懒）选择了

在系统内做 bond0 的网卡聚合。操作结束之后，

网络监控系统立即提示 IP 地址冲突，并发出 ARP 

的警告。经过他详细的抓包分析之后发现，本地

网段内设备在执行 ARP 响应探测时，服务器上的

两个网卡均会响应该 IP 地址的 ARP 包，进而触

发网络监控系统的 IP 地址冲突报警和 ARP 警

告。找到原因后，执行操作抑制内核对 ARP 包的

响应和转发即可。具体执行操作如下：

1. 第一种方法：软件防火墙 iptables 配置 arp 

策略；

2. arptables -A INPUT -j DROP && 

arptables -A OUTPUT -j DROP；

3. 第二种方法：禁用内核 ARP 转发和网卡的 

ARP 协议支持；

4. echo 1 > /proc/sys/net/ipv4/conf/

eth0/arp_ignore && echo 2 > /proc/sys/net/

ipv4/conf/eth0/arp_announce；

5. ifconfig eth0 -arp

对于此案例来说，既属于 Linux 维护的内容也

需要网络基础知识，同时也需要了解相应通讯协

议的工作场景和原理。

但是，在各种各样的生产环境复杂维护过程

中，多种技能和知识点的综合理解运用是必然的

情况。而且，在日常浏览技术性知识分享，图书

阅读过程中，我们通常接收到的都是一个点或一

个部分的内容。有些可能难于理解。因此，就需

要针对最初的目标，依照自己习惯的思维方式，

列出大纲框架，将每次获取到的不同的知识点分

门别类的填充进做好的框架内，如果有不合适的

地方就随时调整。这样，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会

发现原来看过的好多知识点之间都是有着各种各

样的联系，可能是工作场景上的，也可能是技术

实现原理上的，通过这样的一个体系性的关联，

加深对不同知识点的理解和认知，在强化记忆的

同时也会逐渐的提升我们的综合技能。

再 比 如 ： 看 到 防 火 墙 上 各 个 安 全 策 略

时，Kevin更多时候想到的是，每个策略对应的服

务器，以及上面运行的服务，这些服务以什么样

的形式来体现，当初配置时为什么会如此的配

置。通过这样的一个点，是可以延伸到整个系统

运行的，这就体现了对整体架构的理解和认知。

四、圈外好友的沟通。

这一点放到这里说或许有些不太合时宜，不过

Kevin认为这个很重要。

IT 从业者想来重视逻辑思维，关注各个程序、

服务、系统等等之间的相互联系，关注服务的可

用性、安全性等等不一而足，有些时候会显得有

些刻板。其实空闲的时候，多和圈外好友进行沟

通，除了增进感情之外，还可以将自己工作方面

不舒心的地方倾诉给对方。征求作为非专业人士

的他们的意见和想法，很多时候，会有一些意想

不到的收获，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最终可能都

是给非专业人士来提供服务的。他们的想法和需

求才是最真实理解。

例如在便捷性和安全性之间的平衡，绝对的安

全意味着绝对的不方便。维护工作更多时候就是

对各种情况的妥协，然后达成服务高可用的目

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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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搞Python的吗？有2个问题请教：

1、ImportError: numpy.core.multiarray failed 
to import

我导入了一个OpenCV库，跑的时候报这个错。
我能跑Python的2.7，但是pip的时候说没有。我
在OpenCV下都找到numpy了。

2、我这样安装的，MAC系统，提示安装成功
了，但是还是报错了：RuntimeError: module 
compiled against API version 0xb but this 
version of numpy is 0x9 Traceback (most re-
cent call last): File “/Users/songjunjun/Doc-
uments/MyTrainingDemo/renlian/test.py”, 
line 2, in ＜module＞ import cv2 ImportError: 
numpy.core.multiarray failed to import

挨踢部落 技术坐诊

大数据·云计算·移动
挨踢部落是为核心开发者提供深度技术交流，解决开发需求，资源共享的服务社群。基

于此社群，我们邀请了业界技术大咖对开发需求进行一对一突破，解除开发过程中的绊

脚石。

精选 

Hadoop里面会用到Java么？需要具备怎
样的Java水平，才能达到Hadoop的要
求？基本语法就OK了还是需要会用Java写
各种数据结构？我现在先看一下Hadoop
的课程 ，然后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一个方
向，再来进行语言学习，这样有针对性一
点。hive引擎是个不错的选择吗？

第一个问题，你没有nompy 这个模块？你就先装
pip 吧，装完pip 再装 numpy ，直接 pip install 
numpy 就能装上，Python 自带的，如果没有pip 
自己网上下一个Numpy 手动安装也行。

第二个问题，你这应该是opencv用的numpy 跟
你安装的numpy 版本不匹配， 要不你opencv 就
重新用 numpy 编译下吧，这个报的错就是你用的
某个东西的版本不匹配了，还有一种可能是你的
opencv 用的是py2 ,但你使用py3 运行，或者反
用。py2 跟py3 是不兼容的。

hadoop系统生态圈基本都是Java。hadoo 

p必须用到Java。Hadoop是大数据架构体

系的基础东西，几乎生态圈大部分框架都依

赖于Hadoop。hadoop最主要的两个东西

是mapreduce和hdfs。 mapreduce肯定

要是用Java写的，这个只会一点语法肯定不

行啦，也不说各种数据结构了，对Java的一

些集合什么实用了，基础性的东西必须掌握 

。如果写hive的话，就只要会hsql就完全可

以了，hive引擎就转换SQL为后台的mapre 

duce。hadoop的流式处理，主要是storm

或者Flink或者spark streaming框架。hive

是完全依赖hadoop之上的数据仓库。

所以首先要定位你的工作内容咯。一种是开

发，一种是数据分析（以hsql和脚本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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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一个很基础的东西：String x = "abc"在 
String y = "abc"到底new了多少对象？这
个有什么办法验证一下么？因为我在String
的源码中没有看到与String Pool的解释与代
码。

1 个 。 J a v a 运 行 时 会 维 护 一 个 S t r i n g 

Pool（String池），JavaDoc翻译很模糊“

字符串缓冲区”。String池用来存放运行时中

产生的各种字符串，并且池中的字符串的内容

不重复。而一般对象不存在这个缓冲池，并且

创建的对象仅仅存在于方法的堆栈区。两个字

符串比较，判断。

关于R跟Python 怎样选择？对大数据而
言？

对大数据来说，准确应该是对数据分析领域

来说，各有千秋吧。R建模和Python用的都

挺多的，不过Python相对来说更广泛一些

吧，第三方库数不胜数，其实这个更看团队

里面人用什么了吧，对我来说，Python用

的多一点，因为AI框架Python也基本都支

持了。

不会区分物理网卡和无线网卡虚拟网卡。
我在设置虚拟机的网络时候，需要选择数
据包从那个网卡进行转发，有wifi的是无线
网卡，有PCI的是有线网卡，其他事虚拟网
卡，可以这么分吗？是桥接模式吗？虚拟机
访问物理机是不是共享出来就可以了。

无线网卡和物理都是真实存在的。这里的意

思就是一个是直接连接外网。nat和桥接都

可以。关键看你的虚拟机是否要访问你的电

脑。其实这些都可以解决，比如共享，ftp

等，问题不大。这个每次启动都可以修改

的，都去试试就能够深入明白了。

有个前端的问题，可以在前端用JS访问FTP
服务器吗？那JS可以实现FTP客户端协议？

1>后端接口开发-刘声杰-成都：不可以吧，

除非你自己实现FTP客户端协议，目前

JavaScript应该不可以，你看看node.js。

2>网络-Kevin-河北：你要在前端实现JS访

问FTP的需要和目的是什么？不一定非要纠

结于JS吧。

3>PHP-小星星-广州：如果时间有限，建议

JS异步请求Server端脚本（由Server端去

访问）。如果自己PC本地访问，可模拟

SSH环境，用FTP指令去访问（就是程序执

行系统指令）。公司级别的话，弄个几台机

的集群或者说负载均衡是有必要的。手机

APP去访问同理，实现FTP协议，or 异步提

交请求到服务端处理FTP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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