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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化、相关配置，这样导致效率非常低。

•	应用运行环境的软件版本不一致，配置复杂，维护

成本比较高。

•	硬件资源利用率不足，总体成本比较高。

针对以上遇到的问题，我们决定对架构进行改

造，同时制定了一系列架构改进目标，如下：

•	提高服务可用性，可管理性。可用性是当某一台机

器出现宕机，会自动切换到其他机器。可管理性是在

应用需要扩容时，自动化去部署运行环境、相关配

置。开发不需要再去考虑服务器的问题。

•	提高资源隔离性，实现服务混合部署。

•	应用级别的监控，当机器需要扩容时，自动排查是

哪个应用所致。

•	服务平滑迁移。

综 合 这 些 问 题 和 目 标 ， 陌 陌 选 择 使 用	

K u b e r n e t e s来管理 	 D o c k e r 	 集群，当	

Kubernetes	满足不了需求时，可在部署平台开

发相应的功能来满足开发查看日志、监控和报警

等需求，尽量避免登录主机和容器。

陌陌容器管理平台的架构演进

容器集群管理系统与容器云平台的选择非常

重要，因为容器管理系统是否先进智能、

容器云管理平台是否灵活易用且高效，直接影响

企业开发运维的效率与速度、资源利用率的高

低。在这个竞争激烈，风云突变的时代，应用的

开发效率、稳定性、扩展性和安全性，决定了企

业的竞争力与市值。

当下，K8s凭借在扩展性、管理、大数据分

析、网络场景、兼容性、负载均衡、灰度升级、

失败冗余、容灾恢复、	DevOps	等方面的优势，

受到部分企业的青睐。近日，由51CTO	主办的第

十六期以“Tech	Neo”为主题的技术沙龙活动

中，来自陌陌科技SRE团队负责人王景学分享了

陌陌在K8s容器方面的一些应用实践。

为什么选择使用K8s？

在使用k8s之前，陌陌在应用发布和运行环境

方面遇到的具体问题，如下：

•	应用发布时间很长，主要是因为发布过程中需要做

隔离、恢复等动作，还需要登录查看实际状态、日

志。

•	当遇到晚高峰情况这样的突发状况，需要紧急扩

容。这时业务方会申请机器，可新机需要进行环境初

陌陌基于K8s和Docker容
器管理平台的架构实践

作者：王雪燕

来源：51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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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陌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对Docker进行调研

和实践，2016年初开始调研k8s，尝试架构方面

的改进工作，基于自研发布系统及K8s、OVS和

Docker构建容器管理平台。实现了基于Docker

集群的部署系统，便于开发者便捷地部署自己的

应用程序。最终达到部署环境干净一致，可重复

部署、迅速扩容和回滚。

如下图，是容器管理平台的架构图：

容器管理平台主要功能有集群管理和状态展

示、灰度发布和代码回退、组件模板、应用管

理、镜像仓库和权限管理等。它采用前后端分离

的架构，前端使用	JS	渲染，后端使用	Python	提

供	API。这样开发者可以快速的进行发布和回退操

作。

容器管理平台在应用发布流程，集群调度策

略，k8s节点网络架构，阿里云支持，基础监控指

标等方面进行了优化改进。

应用发布流程

陌陌之前老版本发布系统是串行的，需要单台

进行替换。如下图，是新架构下应用的发布流

程：

新的发布系统是用户提交代码后，在发布系统

选择要部署的commit，点击构建以后，系统会自

动编译，打包成镜像，推送镜像仓库。如果构建

成功，用户点击发布新版本的实例，灰度没有问

题，全量，下线老版本的实例。回退时代码不需

要构建，直接发布老版本实例。在某段时间内，

新老版本是同时存在的。

集群调度策略

陌陌的集群调度策略是为应用配置默认的

location（集群标签），如果是线上应用，应用需

要申请location，部署到正式的集群（机房要求，

资源充足）。这里应用都不能独占集群，均采用

的是混合部署的方式。

同一个集群下，分成不同组并组定义标签，应

用支持独占机器，同一个组之间的应用实例可以

随意飘移。

IDC网络节点

在IDC网络节点构建部分，陌陌使用的是全局

IP地址，容器与容器之间、容器与主机之间都是

互通的。这样一来，通信可以不使用任何封装等

技术，相对来说比较高效且对现有网络变动影响

小（仅需封装trunk，无其他协议，mtu等变化）

。

如下图，是IDC网络节点架构图：

探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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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架构下，网络部署和扩展相对简单，

因为每台机器的IP地址段是预先静态配置的。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服务器双链路上联，	

trunk上联物理交换机需要合理避免二层环路。

这样的方式存在的不足是，当容器较多

时，mac地址数量增多，给物理交换机Mac地址

表带来压力，广播域扩大就是需要严谨的规划

vlan	角色相关信息。

阿里云支持

当前，陌陌K8s	master集群下节点包含IDC、

阿里云及两者混合三种方式，如下图：

阿里云采用的网络模式是Host-gw，陌陌搭建

了一条IDC与阿里云的VPC专线和VPC的虚拟路

由进行静态配置。无论是IDC节点，还是阿里云节

点上的应用都要适应IP动态变化。

基础监控指标

陌陌的监控方案大多是基于Kublet	cadvisor	

metrics接口去做的数据汇总。最初陌陌采用的方

式是利用Python脚本，去调用接口，在取到一些

CPU内存、网络、流量的数据，存入ES，分析之

后进行展示。之后的报警系统，是利用Java应用

去调取Kublet	cadvisor	metrics接口，进行数据

的收集。

基础监控指标主要有内存(total,rss,cache)、

流 量 ( i n c o m i n g , o u t g o i n g ) 、 网 络

packets(drop，error,	total)等。

应用迁移

应用迁移方面，陌陌做了很多适配工作，使得

应用不需要太多的改动就可以无缝迁移。具体适

配细节如下：

•	应用适应动态ip变化。

•	自定义构建过程（build.sh）。

•	应用使用不同的服务发现框架（nginx，rpc）

（start.sh）。

•	应用销毁过程中做一些额外处理(stop.sh)。

在应用迁移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如

Swap、cpu软中断优化、资源利用率、Ip白名

单、适用于内网等问题。

当前，陌陌的容器业务规模服务器约400台、

线上容器6000、应用700+。应用的类型是

java+php+node+python+tomcat。

未来展望

希望运维可以实现对应用请求量，线程数，流

量等指标的监控。基准值部分，达到单实例可承

载请求量，线程数，流量。伸缩方面，做到最小

保留实例数，最大扩容实例数，根据监控反馈和

基准值计算需要扩容和缩容的实例数,	按照各个集

群资源余量按比例伸缩。■

探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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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哪儿网基于Kubernetes/
Ceph的GPU云平台实践

今年，深度学习领域最火热的消息莫过

于：AIphaGo	0：3打败柯洁、AIphaGo	

Zero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通过自我学习及

少许训练完美击败AIphaGo。由此，我们可以看

到深度学习发展之迅速。深度学习是机器学习的

一个领域，其概念于上世纪60年代被提出，但当

时并没有掀起太大波澜。那么，为什么在当下又

重新走近大众的视野呢？

近日，由51CTO主办的第十六期以“Tech	

Neo”为主题的技术沙龙在北京举行，此次活动

邀请了来自去哪儿网的DevOps工程师叶璐老师。

她给大家带来了关于深度学习的兴起原因、去哪

儿网的深度学习应用实践以及构建GPU云应对资

源使用问题的分享。

深度学习兴起的原因

当下，深度学习从大学实验室和顶级IT公司走

向大众，诸多公司通过深度学习技术解决实际中

遇到的问题。深度学习主要的特点是具有多隐

层，随着隐层不断叠加，效果随之不断的提升。

深度学习兴起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	和以前相比，数据获取更便捷、数据量也是呈指数

倍的增加。

•	 GPU等计算资源成本降低，以前则是非常稀少且难

获取。

•	操作简单的开源工具的普及。

GPU是深度学习的加速器，因为在GPU出现之

前，一个实验可能需要等几个月，或者跑一天才

能发现某个试验的参数不好。现在，优秀的GPU

可以在深度学习网络上进行快速迭代，几天就能

跑完之前几个月的试验，或者几小时代替之前的

几天，几分钟代替之前的几小时。

去哪儿网在深度学习方面的应用实践

去哪儿网在深度学习方面的应用有很多，	如机

票验证码识别、看图写诗-小诗机、智能客服、“

拿去花”用户信用评级、根据历史访问记录推荐

酒店、计算不同酒店房型的价格系数、酒店推荐

的模型等等。其中智能客服、“拿去花”用户信

用评级、酒店推荐是去哪儿网深度学习的经典实

践案例。

应用实践过程中深度学习存在一定的共通性，

就是输入数据并设置算法，让计算机对我们的世

界进行充分建模，从而达到我们所说的“智能”

。让机器和人脑一样，能辨别好坏，帮助风控工

程师进行风险分析；能迎合喜好，给用户推荐更

作者：王雪燕

来源：51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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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的酒店。而深度学习，让模型变得更加可

靠，在数据变化的情况下，模型持续可用。

以前去哪儿网的GPU资源是多个团队共享的使

用方式，常遇到某位同事非常愤怒的说：“谁把

老子跑了三天的任务杀了！”这样的情况。

GPU的使用资源问题，还有如下几点：

•	环境无隔离。

•	采购周期长。

•	资源利用率低。

•	各种工具的环境部署成本高。

那么，要如何应对GPU使用资源的一系列问题

呢？去哪儿网的解决方案是构建GPU云，降低资

源使用门槛，提升资源利用率。

为什么选择Tensorflow？GPU云第一期的目

标是GPU资源云化。业务线的同学能够快捷定制

机器学习应用，秒建秒删，一键释放GPU资源，

建立统一GPU资源申请和管理等入口到Portal，

降低业务线同学的接入和学习成本。做到环境隔

离的同时又能保证训练数据在分布式环境下的持

久化和可靠性，以及支持Tensorflow全工具链。

为什么是Tensorflow呢？构建GPU云初期之

所以选择Tensorflow，是因为开源且使用的人相

对比较多，社区的活跃度也相对较高。并且在中

后期，Tensorflow也会支持其他的用于数值计算

的软件库。

如下图，是Tensorflow与其他社区Issue和

Pull	Request量对比：

如下图，是Tensorflow的一段Mnist代码：

这段Mnist代码总共只有149行，没有多余的

代码，且还包含一些注释。短短的代码，定义了

两个隐层，并构建了一个softmax回归模型，工

程师不用再担心底层的实现，更专注于模型本

身。

如下图，是Tensorboard部分截图：

Tensorboard是Tensorflow全工具链之一，

研发人员在可视化的情况下，既可以对模型进行

调优，也可以直观方便地看到模型的训练效果。

去哪儿网的GPU云平台架构简述

如下图，是机器学习应用部署的示意图，大家

可以直观的看到两台机器Server1与Server2。

探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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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OPS	Namespace下，部署了一个分布式的

Tensorflow集群，这个Tensorflow集群可以跨

两台机器。Fight	Namespace下是一个机票的应

用，选择的是单机部署。

如下图，是一个GPU实例初始化的过程：

研发人员可以自主选择符合的模型来定义应

用，生成一个面向K8S的资源定义文件。去哪儿

网在资源类型上，选择的是Deployment，剩下

的调度和和应用初始化工作根据这个文件完成。

对于机器学习来说，数据存在哪里很关键。去

哪儿网提供给开发者的是同时支持Ceph、块存储

和对象存储，这样不仅提高了数据使用的灵活

性，同时还能支持在线扩容。

去哪儿网为用户提供的是Jupyter，选择

Jupyter是因为对于算法工程师来说，容易上手。

如下图，是Jupyter使用界面：

Jupyter	Notebook提供了网页版的代码编写

运行平台，背后由Python	 ikernel支撑，可以选

择不同的Python版本，而且同一个应用的负责人

能协同编辑。

目前GPU云一期已经完成，并且正在公测中，

使用前后的对比结果如下：

•	环境秒建秒删、环境隔离，这个特性给开发同学提

供了极大的便利。

•	在对接Ceph后，数据的可用性和可靠性大大提

升，也不用担心因为更换机器带来的训练数据迁移、

丢失。

•	权限部分，Spectrum接入了去哪儿网的应用管理

中心Portal，管理模式和传统应用没有差别，降低了新

同学的接入门槛。

•	提高资源使用，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如果不用，要

及时停止GPU环境，减少耗费，或把资源让给另一个

环境。这个动作可以通过界面上的简单的disable	

application一个按钮就可以做到。

未来展望

GPU云的基础环境固化，让开发同学免受环境

安装之苦是第一期的目标。现在Spectrum第二期

也在开发中，开发工程师可以自定义环境模板，

这样不仅仅提供了更高的环境定制自由度；同时

Tensorflow	serving的上线，为机器学习真正落

地提供了更完整的pipeline。其他的优化包括，完

善上下游的数据获取管道，预处理流程优

化，Jupyter插件系统集成等等。■

探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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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胡南炜：

深度学习在微博信息流推荐中的实践

2017年12月01日-02日，

由51CTO主办的WOTD全

球软件开发技术峰会将在深圳中

州万豪酒店隆重举行。本次峰会

以软件开发为主题，数十位专家

级嘉宾将带来多场精彩的技术内

容分享。届时，新浪微博	机器

学习资深架构师胡南炜将在深度

学习与智能应用开发分会场与来

宾分享”深度学习在微博信息流

推荐系统的实践与应用”主题演

讲，为大家详细阐述新浪微博团

队在微博信息流推荐系统中是如

何应用深度学习的。51CTO诚

邀您莅临大会，与我们共享技术

带来的喜悦。

51CTO记者对即将参加大会

演讲的胡南炜老师进行了专访，

让我们先睹为快，探听一下他是

如何解读深度学习的。

复杂场景需要深度学习技术

移动时代人们对信息内容的

获取和阅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

化。信息流推荐是社会化推荐领

域一个相对比较新颖的话题。人

工智能技术正在改变人与信息的

连接方式，也大大提高了内容创

作、审核、分发、消费、互动的

效率和质量。

微博本身的信息流推荐从自身特点来说，传统的机器学习已经不

能满足海量用户，复杂场景以及更加强烈的个性化消费需求。因

此，新浪微博团队的注意力也逐渐从传统机器学习转到深度学习领

域。在深度学习比较擅长的图像、视频和语音等领域，新浪微博已

经有成型的产品或者已经在默默地在为广大微博用户提供优质服

务。同时，在深度学习应用相对较少的领域，新浪微博也投入很大

的研发精力，深挖高维度微博产品特征，相应的推荐产品相信已经

应用到微博用户的日常生活中了。

目前，基于深度学习的微博信息流推荐系统主要用于推荐，例如

主Feed推荐、热门微博推荐、Push推荐等。其特点有：

1.	大样本量，单次训练样本量可以达到5000亿以上规模。

2.	大特征维度特征维度，可以达到10亿维度以上。

3.	特征类别复杂，有微博特征、用户特征、关系特征、转评赞特

征、互动特征、曝光特征、图片特征、视频特征等等。

深度学习的本质就是学习特征。深度学习通过逐层学习，自动从

原始数据中学习到一些不易变化的潜在的高层特征，然后基于这些

高层特征，进行分类等学习任务。传统机器学习需要大量的特征工

程工作，有时候机器学习的效果跟抽取的特征好坏密切相关，很多

时候由于一些潜在的特征很难抽取，导致学习效果不佳。

                              宽度和深度模型

作者：赵立京

来源：51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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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N就是一个例子，如下图所示，它通过卷积

和池化，可以从原生像素中抽取某类图像通用的

高层特征(比如鸟喙、翅膀、鸟爪等)，然后根据这

些特征去识别一张图像是不是一只鸟。总之，深

度学习通过特征学习，使学习更容易达到较好的

效果。

虽然理论上浅层的神经网络也可以模拟任何复

杂的函数，但是对于很多复杂的问题，深度学习

的效率更高，深度学习可以以更少的参数表示更

复杂的函数。

易于业务快速训练和迭代的CTR训练套件

新浪微博团队参考Wide	&	Deep	Learning模

型，并结合微博场景下相关推荐业务的需求与特

点，将连续、离散、文本和标签等特征的处理，

以及网络结构参数、模型导出和预测进行标准

化，开发了易于业务快速训练和迭代的深度学习

CTR训练套件。

此套件有以下三大特点：

1.配置化：不用写程序，只需写xml配置文件

即可进行模型训练。

2.集成化：主要体现在数据端、运行环境和在

线预测三方面的集成。

数据端集成为微博特有特征(如标签)订制各种

网络结构。运行环境集成的目的是与微博内部的

多个训练集群打通，隐藏各调度系统的差异性。

在线预测集成则是和在线预测系统和模型存储系

统打通，无缝对接离线训练和在线预测。

3.可视化：利用tensor	board特性，订制微

博特有数据的可视化功能。

通过应用深度学习，新浪微博信息流推荐系统

的特征维度达到亿级+维度以上，样本规模达到数

千亿以上规模。已经在离线训练和评估中采用了

深度学习模型，实现了分布式和大规模的深度学

习模型训练。现在正在评估小流量在线测试的效

果并打算大规模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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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霸君首席科学家陈锐锋：借力技

术削减知识孤岛，实现教学增效

学习压力大、教育资源分配失衡的中国教育，

衍生出数万在线教育类应用。随着应用数量的递

增，教育内容和方式在总量上也水涨船高，但其

中免费应用占比多，因缺乏内容支撑导致同质化

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学霸君首席科学家陈锐锋在

专访中表示，公司定位在成立之初就很明确，教

师和学生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学霸君不会替代

老师，只会借力	ABCD	对抗知识孤岛，实现	

EEE。

那	ABCD	是什么？EEE	又是什么呢？陈锐锋

把学霸君的技术面归纳为ABCDEEE：

				A=AI。

				B=Big	Data。

				C=Cloud。

				D=	Delivery。

	 	 E E E = E d u c a t i o n a l 	 E f f i c i e n c y	

Enhancement。

这些因素是为了增强教学效率，并没有直接	

Education。也就是说，ABCD	不论如何开拓，

都不能替代教育过程中教师这个环节，从开发拍

照搜题软件，到线上一对一辅导，再到智慧教育

平台，学霸君做的一切都是围绕这个观点进行。

打通知识痛点，把知识辅导变成知识图谱结构

学霸君一系列产品的核心目的是打通知识痛

点，把知识辅导变成知识图谱结构，供老师和学

生教学使用。想要实现这个目的，就要观测学生

所看的各种数据，如书籍、试卷等。这些数据都

是成框架体系的，但很多学生并不知情或不关

注，只是无奈陷入题海围攻。框架体系就像人的

神经网络，可以串起每一块肌肉，每一块骨头的

运动。或许有人会说，书的大纲不就是框架体系

吗。其实不然，还有更深层次的大纲并没有体

现。

在学习过程中，框架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如

果理不清整个思路，随机游走的效率非常低，就

像在沙漠中找绿洲，没有	GPS，成功寻到的机会

非常渺茫。

如何构建这个框架呢？这就要靠人工智能、大

数据收集分析、云计算服务和针对性内容推送，

也就是前面提到的	ABCD！

大规模收集行为、知识等学习数据

2013	年，学霸君在思考采用什么方式，才能

洞悉学生学什么，不懂什么？无论选择何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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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数据都是基石，所以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大规

模收集数据。

阅卷系统是传统收集数据的方式，但存在边界

限制，不仅难覆盖全国范围的学生、推广成本也

很高，学霸君是通过拍照答疑场景来获取数据

的。

具体实现是团队采用拍照上传的方式，让每个

用户主动地告知后台服务器自己什么地方不懂，

每一个图片的上传，代表了用户的一个能力缺失

点。同时，文字识别技术的采用，将图片转化成

为可关联分析的重要内容。

第二步，在识别的基础上，系统采用自然语言

处理技术对识别后的结果进行分析和加工，将原

始的识别文本打上相应的知识点标签，这就使数

据能关联到同一个知识点下的考题，实现初步的

推荐。

第三步，知识点标签大规模形成之后，教研老

师们结合数据挖掘的支撑，将离散的题目梳理、

聚合成关联的结构，并抽取出知识图谱。

经历了这几个步骤，目前数据加工团队已形成

了结合识别、自动标签和关联分析的处理流程。

中国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数据产生机制，那就

是考试。考试环境带来了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没有

的高量级数据，即海量题库。

题库内除客观题，还有大量的主观题，而且每

道题都有相应的答案。这些题目是由众多中国老

师做好标注的数据，每个答案是这道题的数据标

记。

这个海量题库使得我国在教育领域的智能分析

有可能形成区别欧美国家的特色技术，因为它还

被中国上亿的学生应用，行为也关联在其中。

除了上述行为数据、知识数据之外，还有一些

社会数据。比如说学生跟家长的关联，家长跟老

师的关联，老师跟学生的关联等等。

针对海量数据进行智能分析

我们对行为、知识的数据进行量化，为每个知

识点配置相应的权重、难度和考试频次，为人工

智能要做的事情做积累。

分析出高频题目，重点学习

假设构建一个有几千知识点的知识树，通过分

析，就可从中判断出近百个高频知识点。学生只

需要覆盖到最高频的题目，就可以获得相对较好

的成绩，考上一所不错的大学，同时又对重要的

知识有一个更强的认知。

具体实现可通过大数据平台，对题库中的题目

进行题目画像，分析出相应知识点和难度。再结

合学生的行为对学生进行用户画像。

最后对题目和学生进行关联分析，不仅能够提

取出历年高考的高频考点，还能针对每一个学生

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方案。

那么反过来说，是不是一定要刷海量题库？答

案是不一定的。之所以去盲目的刷海量题库，是

因为不知道哪些是重点。

当知道内容重点的情况下，学生只需要刷	50%

，甚至	40%	的基本题，就可以获得好的分数，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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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框架更为牢固。所以说，在不需要题海战术

的情况下，学生就可以更大的产能去覆盖更好的

空间。

搭建图谱化题库，实现精准知识搜取

梳理数据，利用深度学习、机器学习等技术手

段搭建题库，再针对数学、化学、物理、生物这

些主要学科搭建知识图谱，能够有效的组织	k12	

领域（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各种知识的结构

化。

有了这个特殊的题库，当学生在搜索某个知识

点时，虽然行为看起来很微观，但实际打开之

后，是更宏观的世界，如下图：

宏观的世界就像是地图，把每栋楼比作一道

题，重新深入学习，把知识点较近的题目聚拢到

一起，偏离较远的排斥开，映射成一张类似于地

图的结构。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陈锐锋把学习

过程类比成骑摩拜单车，骑过路线等同于做作

业、考试学习的内容。当学生做某一道题，拍过

或者阅读过某道题，就会把位置记录下来，就像

摩拜记录在某个地方取车还车一样。

同时还可以记录学生对错的数据，基于错题分

析，进行个人画像，如下图：

当对一个学生有一定的数据积累以后，就可以

更清晰地勾勒他的学习轨迹。这样一来，就很好

地避免了千人一面的问题。也就是把电商常用的

千人千面或出行常用的技术用到教育领域。

还有一个效果是对学生做某些题目的对错情况

进行分析，可对这个学生进行归类，归到已有学

生群体中的某一类。如这个学生几何好，就为他

排除几何题，推荐代数题。因为不同的知识点，

不同的板块的学习内容，对学生抽象思维的能力

要求各有不同；如男生在创新、没有边界的方向

上会比较强，而女生在严谨性、严密性和架构性

上会更强一点。

构建学习场景为教学做支撑

在大规模收集数据，利用智能手段进行分析搭

建题库之后，下面要做的就是构建学习场景，为

教学做支撑。

场景一：遇到问题，拍照搜题，实时得到解答

记忆不可以移植，所以老师一讲，学生就懂这

种理想的状态很少见。一般来说，课堂授课犹如

拨号上网会产生丢包，老师讲了很多，学生收集

到的只是整个网络里面的一些节点。学生以为听

懂了，但这其中的关联和关系并没有记忆在大脑

里，所以就需要拍照搜题这一功能。大脑，对于

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黑盒，理论来讲对于不可观不

可控的黑盒系统，需要通过它外围的情况去捕捉

有用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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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知道一个学生不懂什么，就要观测他经常

关注哪些，做什么样的题目出现了问题，这些可

以直观反映出他不懂的内容并进行标识。拍照搜

题，就是一个天然的收集学生不懂问题的通道。

这里涉及到众多的识别技术，如下图：

图中依次是对印刷体拍摄、手写体拍摄、手写

单字联机、复杂手写体联机的识别，智能识别引

擎在这里发挥着作用。

对于印刷体的识别，使用卷积神经网络提取图

像特征，进行版面分析，将图像切分，之后分别

识别出每一个字。对于手写体的识别，将在下面

讲到。

场景二：根据作业情况有针对性的刷题和推荐

练习

在	C	端，学生完成作业之后，拍照上传几分钟

就可以知道所有题目的对错，系统会自动给出评

判，根据结果给出自适应练习，做到今日事今日

毕。

如下图，是学习数据识别与收集的流程：

学生手写的解题答案，首选通过卷积层神经网

络进行初步计算，之后通过循环神经网络形成有

梯度的数据结构，最后到达解码层进行解码。

针对学生的手写笔迹，首先采用卷积神经网络

对图像进行多次卷积下采样，实现手写笔迹的行

分割，之后对每一行结合非极大抑制方法进行笔

画分割，从而把每一行的笔迹都转化为序列识别

问题。再通过多层循环神经网络解码输出高精度

的识别结果。

在	B	端，如果每个班级的学生都把作业上传，

由系统进行评改之后，映射到知识图谱、行为图

谱中，老师就可以掌握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

传统教学中，就算是特级老师也没有办法记忆

每个学生的每个细节，没法形成闭环，因为相关

数据不进系统，需要老师去完成闭环衔接的环

节。

这时老师就变成这个环节里面的一个瓶颈，从

某种程度来说，既弱化了老师的价值，又使得学

生的需求得不到及时响应。

老师最大的价值应该是育人，去引导，而不是

帮每个学生去记忆哪个题存在问题。而采用这样

的方式后，节省人力的同时还可以把这些相关数

据都沉淀下来，形成闭环。

场景三：学生可以进行自我评测和练习

学霸君基于大数据与智能分析对	8000	万题库

进行了梳理，提供给学生做自适应的自我评测。

然后把评测结果反馈给学生的同时有针对性地推

荐练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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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实现的效果是综合学生能力、题目难度等

属性，与	IRT	模型相组合，提升预测学生答题对

错的精度，并为学生跨知识点推送题目、规划学

习路径。

关于未来

当问及对未来教育方面的畅想，陈锐锋回

答：“未来希望学习过程更轻松一点，把学习变

成一个愉快的事情，把反复的遇到瓶颈并且得不

到解答的痛苦减到最小，有问题可以得到及时的

解答。想了解的，通过无论是软件资源，还是远

程的老师资源，得到一些支持服务，使学生在信

息的获取上得到及时响应。当然，这需要有大量

的数据沉淀，真正了解学生背后想了解什么，才

能做到个性化的推送所需要的内容知识。”

做到这些还需要面临很多的挑战：

更深度层次，更智能化的，更能抓住细节的一

个分析框架。如，是不是能够分析学生手写的节

奏，进而分析他的性格，像比较好动、比较拖延

等性格行为，且从性格行为上给予梳理。因为有

时候，学生的行为不仅仅是知识，也可以影响学

习效率。

能否拥有一个更全的数据。因为无论是做题

库，做内容，做文库，做其他相应的学习视频，

数据量虽然很大，但只是覆盖了其中一部分，我

们还想覆盖得更全。

理论层次上有更体系化的梳理。中国现在的	

AI+	教育或是教育	+AI，实际上是没有一个非常成

型的理论体系，希望能够把这两个模块放在一

块，产生行之有效的理论方向，能够指导去做后

面的事情。

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2013	年入职学霸君，

担任技术研究负责人职务，组建智能计算团队，

主攻文字识别、图像算法和数据挖掘方向。带领

团队在国内率先开创同时适应自然场景、复杂版

式图像拍照识别引擎，为搜题及	1V1	实时答疑业

务奠定了技术基础。同时，将基于深度学习的文

本挖掘技术引入产品，实现高效而智能化的知识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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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扩大运维团队的同时，他们通过整合资源、逐步转变并提升了	Ops	的相关

观念和操作模式，摸索出了一条具有本企业特色的	Ops+	模式。

IT运维如何防止陷入“中年油腻”
和频繁被动地打“遭遇战”？

近期，我拜访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的	IT	运维

总监	Tim，他向我讲述了他的团队是如何

像当年玩《大航海时代》那样将	IT	系统的战舰越

造越大，并使之在企业运营的海洋中平稳前行

的。

在此，我将他的心路历程分享出来，希望能够

帮助您改变那种像小仓鼠一样一直在环形轮上盲

目地“跑酷”状态。

纵然练就“72变”，也无法笑对“81难”

该文化公司成立于	2013	年，他们最初从简单

的“PC	服务器	+	二手三层交换	+	托管服务器”

这样的硬件架构起步，既要对内满足员工的“上

网	+	邮件	+	文件共享	+	存储”，又要对外提供“

官网	+	视频上传/下载”的服务。

在	IT	系统建成初期，由于处于运维“四少”，

即设备少、应用少，流程少，问题少的状态，他

和另一名同事组成的“哼哈二将”模式完全可以	

hold	住各种与	Ops	相关的需求和问题。

但是随着公司这几年来的多元化发展，各种看

得见的设备和看不见的软件越来越多，特别是“

论坛	+	会员博客	+	微官网	+	在线订单	+	移动支付	

+	远程访问”等业务所带动的系统复杂性，纵然他

们不断练就七十二变，也无法笑对前方的八十一

难。

在扩大运维团队的同时，他们通过整合资源、

逐步转变并提升了	Ops	的相关观念和操作模式，

摸索出了一条具有本企业特色的	Ops+	模式。

总的说来就是：针对整个运维生命周期中的各

个方面，用三步递进的模式来逐步改进日常各项

工作，即“标准化—配置与流程、自动化—操作

作者：陈峻

来源：51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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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安全、平台化—监控与管理”。

Ops+ 运维模式初探

标准化—配置与流程

过去他们的运维人员过分依赖技术上的大牛，

由于上手门槛较高，部门里往往充斥着个人英雄

主义，当然也就造成了人员资源上的单点风险。

与此同时，他们又时常被服务厂商所“绑架”。

由于各家实现方式的不尽相同，在系统出现问

题的时候，要么相互推诿，要么一拥而上、各自

为政。这些都给系统的正常运营埋下了不少的“

雷”。

在经历数次“多么痛的领悟”之后，他们逐渐

认识到标准化的重要性，并通过如下方面的实

践，有效杜绝了各种“任性”。

软硬件类型标准化

无论是网络设备、服务器端、用户终端，还是

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他们都有既定的支持和首

选的列表。

这样一来，在品牌和型号层面上大幅降低了不

兼容性，并缩小了排查的可能性范围。

安装配置标准化

可参照的实施步骤文档与配图包括：

•	设备上架安装所在的机房和机架的物理位置约定。

•	网线、电源线的走向、编号和颜色等规范。

•	在服务器端，涉及到虚拟硬件资源(CPU、内存、

磁盘空间、分区大小)的分配、虚拟机安装文件的准

备、主机名/IP地址/默认使用目录/日志目录/代码目录

的定义。

•	在用户端，通过	PXE	和	cobbler	来使用镜像文件

批量安装操作系统。

•	规范服务端所用到的基础支撑软件(如	IIS)和产品应

用的部署路径和配置顺序。

•	账号名称、对应的密码和权限属性、以及服务与端

口的关开列表。

流程规范标准化

无论是新建发布、服务变更、事件处理、事故

响应、还是项目推进等，都有可遵循的流程和清

晰的操作次序图表。

交接标准化

虽然他们不像一些互联网企业那样有专门的	

Dev	团队、且产品迭代也不频繁，但是他们也充

分考虑到了“建转运”过程中的风险。

通过分阶段、分步骤地制定了相应的转化流

程，他们实现了测试账户的及时回收，并合理区

分了系统类与业务类账户与数据的迁移。

除了上述各个方面的标准化之外，他们还日常

维护着诸如：硬件设备全量清单、软件应用全量

清单、第三方服务提供清单、干系人联系清单等

支持类文档。

这些文档多以图表的形式清晰直观地提供了各

类速查的信息，同时方便了后面将要提到的平台

化所进行的二次筛选与统计。

他们有专门的共享知识库(后面会提到	CM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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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分门别类地妥善存放所有的标准化文档。

可以说，他们以标准化作为基础的	Ops+	模

式，能有效地降低人员犯低级错误的发生频率，

统一整体的服务水平，提高他们的响应和处理速

度，并能简化对其工作质量的考核。

自动化—操作与安全

虽说上述各个方面的标准化能够从规范的角度

减少出错的可能，但是随着需要维护的设备数量

和系统复杂程度的增加，各种重复性的例行操作

日趋占据了维护人员的大量时间和精力。

为了控制成本和增加系统本身的鲁棒性，他们

的团队在如下方面进行了自动化的尝试，进而提

高了系统日常管理的效率。

监控自动化

通过软件(如	Zabbix)的自动注册与发现特性实

现了：

•	机房环境、物理设备、网络流量、虚拟化、数据

库、业务应用、存储状态、备份作业和日志等方面的

实时自动巡检。

•	自动跟踪监测的项目除了标准的	CPU、内存、磁

盘、 I / O 	 之 外，还有定制化的某项服务 ( 如	

Nginx、PHP	页面等)的	KPI	性能。

•	在显示上通过自动发现，能提供	 2D	机房拓扑

图、3D	机架视图、地域链路实时图、流量历史曲线图

和各类应用的dashboard等。

而运维人员通过进一步点击，则可细致到每个

服务自有的状态视图，以便人工分析潜在的异常

并介入跟踪诊断。

操作自动化

善假于物方可事半功倍：

•	通过调用各种云服务平台所提供的	API，自动化

启/停、操作和管理云端的服务。

•	运用	SaltStack	在初始化好的操作系统上部署	

Nginx，运用预先定制好	sls	之类的文件对目标主机进

行程序包、文件、网络配置、服务以及用户等方面的

管理。

•	使用	Ansible	来实现上述标准化的安装部署方案，

把多个	Shell、Python、PowerShell、Bat	等脚本串

在一起执行，实现对系统和服务的流程化操作。

•	在补丁和订阅方面，他们有用到	SCCM	和	Yum	

分别对服务器端的	Windows	和	Linux	进行自动化的

定期更新和升级。

•	这些软件通过对版本文件的上传、分发、以及在必

要时进行的回滚等实现各种版本控制与更新操作。

•	根据自动化监控到的事件进行知识关联，依照既定

的规则进行自动化的初步响应，包括各种报警和服务

中断保护等。

安全自动化

上述操作自动化虽然能够广受运维人员的推

崇，但势必会涉及到对特权的调用和对基线的调

整。

为了防范由此所带来的安全隐患和漏洞，他们

也上马和启用了针对安全运维方面的自动化：

根据身份和访问管理(IAM)原则，安全程序能

智能地识别出各种场景，如：请求	SSH	的服务在

屡次尝试性登录失败后，仅有一次成功的记录。

非活跃	VPN	用户在非常规工作时间登录，并

对共享文件进行频繁的移动、复制甚至是删除等

操作。

某台主机向内网的其他主机发送探测扫描包;网

络设备的配置在计划外的时间被更改;以及	Web	

页面出现	404、401、500	等错误代码。

基线核查：对于主机而言，对指定目录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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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整性检查，对指定设备和系统的端口勘察，

对指定操作系统的注册表、服务和进程、以及恶

意软件	Rookit	和	WebShell	予以检查。

而对于内网的数据流量而言，则是对协议、内

容和攻击签名模式的匹配检查。

自动合规：根据审计的流程，检查各个系统上

多余/可疑的账号与组，文件/文件夹的属性/访问

权限，远程访问的	IP	与账户限制，静态代码中的

漏洞，各类补丁与防毒签名的更新等，并且能根

据既定的	playbook	自动进行整改和加固。

平台化—监控与管理

业界喜欢用物理学上的熵理论来阐述：倘若不

对	IT	系统进行人工管控的话，则会趋向于无序。

Tim	和他的运维团队认识到：如果日常运维工

作完全依赖于标准化和自动化进行推进的话，很

快就会陷入“中年油腻”，大家也会频繁被动地

打“遭遇战”。

因此，他们基于过往的经验汇总、需求分析、

当然也考虑到实际预算，设计并集成了一个具有

可视化和方便管控的平台架构。该平台具体由如

下三部分所组成：

资产、资源管理

做到手中有粮，心里不慌：

通过建立	CMDB	来存储所有的主机名、域

名、IP	地址及分配范围、应用服务特征属性等资

产相关的信息，从而为日常运维和问题处理提供

最新且完整的信息。

下一阶段，他们将引入数据分析模块，分析一

般用户和专业运维人员登录该平台后，检索知识

库的方式(如题名、关键词、作者、部门等)、使用

频率、驻留时间、反馈信息等。

在平台上融入服务资产和配置管理(Service	

A s s e t 	 a n d 	 C o n f i g u r a t i o n	

Management，SACM)的概念，通过梳理和建

立资产、应用和使用者的对应关系，平台能够快

速、准确地获知新发布的服务和应用，从而自动

化执行扫描、编录和后续的管理。

引入“容器”的概念，从资产的购置入库开始

进行整个生命周期的跟踪，及时回收闲置的资

产，在提高资源复用率的前提下避免了资源的浪

费和设备超期服役所带来的安全隐患。

对关键备件状态和第三方服务合同，这两个容

易被忽视的地带提供平台化的跟踪管理，为预算

和决策提供数据依据。

监控报警

一站式获取策略的实施和服务的状态：

平台提供一致的可视化入口，实时反映：人员

的操作行为(用户操作、文件处置与打印、移动设

备使用)、设备与服务的运行状况、链路的连接质

量与拥塞程度、数据存储与备份作业完全情况、

工具与文档的更新频率等。

通过各种标准接口对自建的或是由第三方平台

提供的云服务进行监控。例如：通过设定监控的

频率和触发报警的阀值，获知资源(CPU、IOPS)

的使用率、通用服务(如	HTTP、PING	等)和特定

服务(如果	POST	方法、HEAD	方法)的可用状态

和请求响应的时间。

事件分析

做到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溯源：

从两个维度出发，分别抓取和过滤来自各个主

机层面的系统事件和基于网络的异常流量信息，

通过持续将经过整理的日志信息写入	Hbase	数据

库，为后期的各种故障诊断和攻击取证提供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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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判定依据。

管理平台对某些事件的发生次数和频率进行统

计，为了去重，系统可以对事件进一步按照其特

征码的种类予以分组显示。

在平台上引入了应用性能分析(APM)模块，能

够精确地定位到应用服务中某个	URL	的访问速度

的骤降、或是用户在网站上提交某个	SQL	执行语

句时的延时，这些都能协助运维人员快速定位问

题。

平台通过关联分析，可以有效地处置风险、提

出持续改进的建议，以及发现和预报可能出现的

问题。

小结

我正好在采访	Tim	之前阅读过《凤凰项目——

一个IT运维的传奇故事》一书，书中很多桥段与他

所奉行的	Ops+	模式遥相呼应。

在	Tim	看来，通过他们的	Ops+，运维人员提

升了对系统各类隐患的发现能力、对例行操作的

处理能力、对应急事故的恢复能力和对内外攻击

的应对能力。

正如他自己所坦言的那样：“我们正在确保自

己所维护的系统能从	run	right(运行正确)稳步进

化为	right	run(正确地运行)”。

好了，最后低调地帮他打一下	call	吧：希望上

述分享的运维“大礼包”能够如一杯泡满枸杞的

保温杯一般给您在这个冬天带来一丝暖意。

陈峻(Julian	Chen)	，有着十多年的	IT	项目、

企业运维和风险管控的从业经验，日常工作深入

系统安全各个环节。作为	CISSP	证书持有者，他

在各专业杂志上发表了《IT运维的“六脉神剑”》

、《律师事务所IT服务管理》	和《股票交易网络

系统中的安全设计》等论文。他还持续分享并更

新《廉环话》系列博文和各种外文技术翻译，曾

被(ISC)2	评为第九届亚太区信息安全领袖成就表

彰计划的“信息安全践行者”和	Future-S	中国	

IT	治理和管理的	2015	年度践行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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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编程语言排行榜：脚
本语言怎么了？

动态类型语言（亦称为脚本语言）并非新鲜

事物，且易于编写与运行。相较于其它语

言在使用之前首先需要声明变量，以及必须始终

使用全部类型注释的要求，此类语言无疑具有突

出优势。正因为如此，Perl、Python、PHP以及

Ruby等语言都曾经流行一时。

但如今，这些语言的发展情况参差不齐，目前

只有Python发展势头良好，其它脚本语言则逐渐

退出前二十位名单。究其原因，脚本语言中的大

多数错误发生于运行时之内，即在程序运行时显

示。尽管可以为全部类型编写单元测试来解决这

一问题，但这种结果仍然相当危险，因为这会导

致生产中运行的应用程序发生此类问题。随着人

们对质量的要求愈发严格，现在几乎没有人敢于

在关键性大型软件系统中使用脚本语言。甚至像

JavaScript这样的脚本在语言在网络编程中也需

要提升自身安全性，方可继续保持领先优势。微

软推出了TypeScript这一javaScript类型化版

本，同时开发出Angular与React等多框架，用以

保护语言自身并增加额外功能。

在另一方面，静态类型语言通过减少脚本语言

的类型以解决脚本语言缺陷：其皆以C#中

的“var”关键字作为开始，而后使用Java中的类

型推断与C++中的自动指定符。这也正是各种主

流语言能够长期保持稳定的原因：吸取竞争对手

的优势以及具备发展前景的亮点。

编程语言排行榜 TOP 20 榜单：  

前10名编程语言的走势图：

■

译者：王雪燕

来源：51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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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遗憾：公有云之战最终呈现

AWS与微软Azure双雄争霸态势

不知道大家最近是否关注过云计算市场的营

收报告。Amazon公司本季度营收总额达

437亿美元，其中AWS贡献的营收为46亿美元，

已经占整体营收的10%以上。如果大家对相关数

字有所关注，就会意识到AWS的营收较上年同期

增长了41%。这绝对堪称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势

头，也完全符合云计算爆炸式的增长幅度。

接下来是微软公司，其总营收为245亿美

元。尽管软件巨头并没有给出具体数字，但

其“智能云”营收(主要为Azure)同比增幅为

13%，本季度营收为69亿美元;	“生产力与业

务流程”营收(主要为Office	365)同比增长

28%，营收为82亿美元。

这些数字表明，公有云IaaS市场的增长主

要集中在两大供应商身上——Amazon与微

软。而作为IT市场的既定购买模式，消费方往

往只追求最成功的供应商，或者至少是被认为

最成功的厂商。

那么其它公有云服务供应商境遇如何?作为

远远落后的第三名，谷歌尚未能证明自身在企

业领域中发挥的作用。然而，其确实拥有一些

相当不错的利基云服务，能够为部分企业提供

包括容器、大数据处理以及机器学习在内的技

术切入点。如果您关注这些技术，那么谷歌值

得大家选择。而甲骨文与IBM等其它供应商，

则仍主要集中在公有云领域。

译者：核子可乐

来源：51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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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形成这种双雄对立的局面，主要是

因为企业希望尽可能降低云解决方案的复杂

性。这意味着在AWS或者Azure的帮助下，

企业能够专注于使用一套技术与技能。另外，

两家供应商也都致力于提供一站式购买模式，

且相关方案涵盖治理、安全性、大数据、无服

务器以及容器等多种技术范畴。

很多企业倾向于选择单一供应商，理由是

管理一家供应商显然比管理多家供应商更为轻

松，且各技术成果之间也往往更易于整合。然

而，这种作法也可能令您失去集众家之长的宝

贵机遇。事实上，我们原本可以从多家供应商

手中获得最佳效果以及最佳组合，而非从单一

供应商处获取预定义且存在缺陷的工具选项。

如果大家根据业务与技术要求选择技术方

案，很可能会发现将多种云方案加以结合的方

法，往往较单一供应商具备更出色的优化效

果。而如果您倾向于使用纯AWS或者Azure

解决方案，则需要在其中作出取舍。

作为多云方案的倡导者，我认为利用最佳

云技术组合能够为您节约大量资金，同时避免

数据可能遭遇的风险。当然，这并不是说单一

公有云解决方案无法正常工作——只是其通常

优化程度较低，且会在多个方面给企业带来成

本提升。

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应该立足于特定需

求，牺牲最佳技术优势以换取单一供应商的便

利性优势。请不要轻松猜测，深入研究才是决

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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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被“坏兔子”攻击?别错过CSE恶意
软件实验室的这份初步分析

本文是我们将在未来几天之后发布的一份完

整报告的开端，但是我们相信整个安全社

区将会受益于我们的研究结果。

坏兔子勒索软件继承了臭名昭著的NotPetya

的两个主要特点：

•	在系统重新启动之后，弹出特定的勒索提示(如图1

所示)。

•	依赖于SMB协议，具有横向传播的扩散能力。

图1：系统重新启动之后弹出的勒索提示

通过将NotPetya与坏兔子相比较，我们发现

后者在攻击行为上更为复杂。Vxe r s (译者

注：Virus	eXchanger	的简称，是一群追求极致

代码的病毒程序员。)极有可能重用了NotPetya的

一些代码段，并增加了代码本身的复杂性。与此

同时，它通过修复编码中的错误，将NotPetya从

一款勒索软件转变成了擦除软件。坏兔子使用开

源库—DiskCryptor来加密用户的各种文件。

该勒索软件是通过“顺路下载攻击”的方式进

行传播的。攻击者已经感染了俄罗斯，保加利亚

和土耳其的许多网站。坏兔子的黑客们在受感染

的网站上部署JavaScript，将各个来访者重定向

到1dnscontrol.com那里。我们在做分析的时

候，该寄宿着恶意代码文件的站点已经不可到达

了 。 而 这 个 脚 本 是 通 过 向 静 态 I P 地 址 - -

185.149.120.3发送POST请求来下载该勒索软

件的。

从表面上看，该勒索软件貌似一个Adobe的

Flash更新，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包含了一些载荷的

滴管式释放软件(dropper,译者注：就是一个能够

释放出包含了多种恶意软件的程序)。

当该释放软件自我执行的时候，它首先检查文

件“C:\WINDOWS\cscc.dat”是否存在。该文

件实际上是在恶意软件对用户文件进行了加密之

后，所生成的一个库文件。该文件的存在性可以

被勒索软件解读为此处是否已被攻击的一项指

标。也就是说，如果存在就意味着主机已经被感

染，那么攻击链也就籍此被暂停不必继续了。因

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文件cscc.dat就是

该恶意软件的某种破坏执行开关(killswitch)。

当感染已完成且准备就绪的时候，滴管式释放

软件就开始提取如下几个文件：

•	“C:\Windows\infpub.dat”

•	“C:\Windows\cscc.dat”

•	“C:\Windows\dispci.exe”

•	“C:\Windows\EC95.tmp”

译者：核子可乐

来源：51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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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nfpub.dat”可以被视为恶意软件的“

控制器”，它操控勒索软件的每一种行为。一

旦“infpub.dat”被加载到了内存中，它就会将

自己从硬盘上删除，而仅存在于内存之中。

图2：“infpub.dat”的一些行为

图2展示出了“infpub.dat”进程所执行的若

干操作，其中包括重新启动计算机和在系统启动

的时候运行可执行文件“dispci.exe”。

图3：定时重启

为了能在相同子网段的其他计算机上运

行，“infpub.dat”也会按计划使用特定的SMB

工 具 在 网 络 里 进 行 传 播 。 它 通 过 使

用“Mimikatz”工具的改进版，在受害主机上获

取存储的密码，并使用它们来获取访问其他主机

的权限。

该恶意软件在扫描目标网络上是否存在开启的

SMB共享的同时，会试图使用经过硬编码的密码

清单去访问各个主机。相应的恶意代码会被释放

到成功访问到的主机上，而该恶意软件进而使用

Mimikatz工具在目标主机上提取更多的密码。

NotPetya和坏兔子的另一个区别是：后者会

利用它自己密码本上的单词列表，强制且暴力地

在全网段执行和传播。

在定时重启之后，预设好的“dispci.exe”进

程会用它自己的版本去覆盖原始的MBR。

图5展示了我们所观察到的恶意软件的行为流

程：

图5：坏兔子的控制流

有关坏兔子勒索软件的进一步思考

相对于Petya和NotPetya所实现的两级攻击而

言，坏兔子有着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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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兔子的攻击向量比Petya和NotPetya的要更

具破坏力。黑客通过部署恶意的JavaScript，能

够一次性破坏几十个网站。当前这些被感染的网

站大多属于餐饮、酒店和“房屋出租”服务业。

谁是幕后黑手呢?他们真正的攻击目的又是什

么呢?

在当前阶段，我们尚无法通过其属性来判定此

类攻击的威胁源角色。比较有趣且值得注意的

是：该恶意软件并未明确地实施擦除行为，这暗

示着攻击者还是以经济牟利为动机和目的。但是

它被用作进行支付的暗网(.onion	website)却又不

可用，这就意味着受害者是无法通过支付赎金来

解密文件的。

当然，我们只能推断此类行为可能是攻击者用

来隐藏其真实目的的一种战术，是一种刻意的行

为。

我们会尽快发布相关的完整报告，敬请关注。

Pier lu ig i 	 Paganin i，首席恶意软件科学

家、CSE	CybSec	Enterprise	spa的高级威胁研

究员。他持有来自于美国系统网络安全协会

(SANS)、欧洲委员会和国土安全部的10多张信息

安全的国际认证证书。他的经验涉及传统计算机

安全的各个领域，他所从事过的项目包括GSM安

全、关键基础设施安全、区块链恶意软件，恶意

软件编制与逃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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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为您的微服务选择混合
和多模型数据库?

近十年来，大规模分布式系统得到了爆炸式

增长，已经产生了一股可以说是对整个软

件业开先河式的，数据库界的创意旋风。市场上

也涌现了大量的颇具竞争力的数据库平台。

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如何为您的应用去选择

合适的数据库模型（是的，完全可以选择不止一

个！）。我们也会讨论到这些数据模型的选择将

如何帮助您去确定数据层面的各种技术。

一、云架构，NoSQL和微服务

在软件开发人员开始创建Web架构的应用时，

那些在历史上一直主导着我们多年的关系型数据

库架构，已经开始表现出“压力山大”了。特别

是在我们开发那些被频繁使用的社交应用，和将

越来越多的设备连接到物联网（IOT）的时候，客

户端大量地读取和写入数据导致了数据层面的扩

展需求。而与此同时，为了满足这些高扩展性的

需求，新的数据库类型随之出现。

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新的数据库是“非结构化

查询语言（NoSQL）”或“非关系型”的数据模

型解决方案。它们并非显性的关系模型，如文

档、键-值、面向整列的、甚至是图表数据库。通

常，这些数据库牺牲了一些在传统关系型数据库

上为我们所熟悉的特性，如：强一致性、ACID事

务和各种连接（joins）。

同时，作为革命性的数据库技术，SOA（面向

服务的架构）已经日趋向微服务架构的风格进行

发展，许多组织开始摒弃诸如企业服务总线

（ESB）的重量级SOA架构，而改用更为分散的

实现方法。微服务架构的吸引力在于其独立的开

发、管理和扩展各种服务的能力。这使得我们在

考虑数据库架构实现等方面的技术上，具有大量

的实施选择灵活性。

举例而言，假设我们根据一项大规模可扩展性

的需求，正在从事一个重要的微服务架构的开

发。那么，无论该项目是一项新的应用，还是对

现有应用的重构，我们都有机会来选择新的数据

库。

1.混合持久化（Polyglot persistence）

微服务模式的一项优势是封装的持久性，我们

可以自由地根据每个服务的需求来选择不同的持

久化技术。Martin	Fowler等人提出的混合持久化

这一术语，特指根据不同的数据类型来选择数据

存储的方法，可以说混合持久化天生就十分契合

微服务。

译者：陈峻

来源：51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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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例图显示了一组微服务，我们该如何为

每一项服务来选择使用不同的数据模型呢？在

此，我不一一列举每种数据库类型的适当用例，

只会突出这些数据库类型和混合方法的优势所

在。

将混合持久化应用到微服务上

开发服务A的小组可能会选择使用表格型数据

库（tabu l a r 	 d a t a b a s e），如Apach e	

Cassandra，因为它能大规模地管理核心应用的

数据。例如，零售应用的库存类数据可能就非常

适合于Cassandra的表格形式。Cassandra提供

了一套协调机制的工具集，包括能够批量调整一

致性，和作为全面ACID事务替代品的轻量级事务

等。

服务B可能只需要支持通过well-known键来查

询参考值，这样简单的语义，比如说一个产品编

录的描述性数据。这是一个很好的键-值（key-

value）存储的案例，我们可以通过产品ID的well-

known键-值来查找一个BLOB（二进制对象文件

的容器）类型的数据。那么大量的内存空间会被

用来缓存键-值类型的数据，从而支持大规模、且

超快速地读取访问。

服务C主要考虑的是提供半结构化的内容，例

如：网站的网页或表格，以及文档存储，这些类

型的数据都是非常适合的。文档的存储有“许多

键-值类型相似，仅有某个键不同”的数据结构，

例如只要索引某些特殊属性项，便可加快各种搜

索的能力。

服务D则涉及到导航各种数据间的复杂关系，

例如：客户数据与组织内不同部门的客户联系人

之间的历史数据。这可能潜在地涉及到：各种不

同服务所拥有的数据类型之间的各种关系。比如

说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选择让您的服务创建一

个对于各种底层表格都是只读的视图，然后通过

调用其他“拥有着”自身数据类型的服务API这样

的“front	 door”，来过滤实现任何预期的转

换。

最后，我们还可能会有一些使用着关系型技术

的传统系统与服务，或者我们有一个管理着少量

且不经常更改的数据服务。那么关系型数据库对

于此类用例就是再好不过的了。

2.单独的服务需要混合吗？

也有一种可能：我们设计出一个放置在多数据

库之上的服务。例如说，我们可以创建一个使用

的键-值存储索引的酒店服务，它映射名称和ID之

间的关系。同时它用Cassandra的表格样式来存

储关于酒店的描述性数据。	

一个混合服务

注意：使用非规范化的设计方法，同样可以在

Cassandra中实现名称与ID的映射，当然您需要

用一张单独的表格来维持名称与ID的映射。这样

虽然会用到更多的存储空间，但是简化了我们在

管理一个单独的键-值存储操作上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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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的建议是：只要可行，完全可以把一个

给定的微服务与一个单一的数据模型（和数据

库）相连接。如果您碰到需要将单一的服务放置

在两个不同的数据库之上的情况，请判断该服务

的范围是否过大。如果太大，您可能就需要考虑

将其拆分成多个更小的服务了。

3.混合持久化的限制与利弊

混合持久化的主要劣势是：在最初化开发和运

营方面，需要支持多种技术的成本。

开发的成本主要来自于培训各个开发人员熟悉

每种新的数据库技术的成本。如果您的开发团队

流动性较大的话，这种劣势会更加明显。

而另一个弊端是支持多个数据库的运营成本。

如果数据库的管理是集中化的，并且整体团队必

须对多种技术保持较高的维护水平时，这就可能

会出现问题。但是当开发团队仅支持他们已选定

的生产环境所用到的数据库，从而形成了真正的

Devops运作模式时，该问题会得到适当的缓解。

4.多模型数据库

数据库提供商已经开始着手打造与提升一些多

模型的数据库，作为混合持久化方法的一种替代

或补充了。术语“模型”是指由诸如表格（包括

关系和非关系型）、列存储、键-值、文档或图表

之类的数据存储所提供的抽象模型。我们可以理

解为：多模型应用使用的是一种类型以上的数据

存储，而多模型数据库则能够支持多种抽象。

DataStax	Enterprise（DSE）是一个多模型

数据库的例子，其核心使用一种建立在顶端图表

的抽象（DSE图表），来支持Cassandra分区的

行存储（表格）模式。如下图所示，在此核心模

型上创建您自己的键-值和各种文档类型的抽象是

非常简单的。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修改上述

的混合方法，利用单一的底层数据库引擎来提供

我们的所有服务。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使用单

独的Cassandra键值空间，来维持那些由不同服

务所拥有的数据之间的清晰界限。

与DataStax	Enterprise交互，作为一个多模

型的数据库。

我们下面来看看它是如何工作的：

表格：服务A之类的主要应用服务可以使用

Cassandra的查询语言（CQL），来与DSE数据

库直接进行交互。

键 -值：虽然A p a c h e和 D a t a S t a x 的

Cassandra版本都无法提供一个明确的键-值

API，但是像服务B之类的服务却能够通过设计来

限制表格只与Cassandra互动实现键-值的存储。

例如：

1. CREATE TABLE hotel.hotels ( 

2.  key uuid PRIMARY KEY, 

3.  value text); // or if you prefer, “blob” 

文件：通过各种JSON文件，Cassandra能够

支持文档类型的交互，这可以被用于服务C之类的

服务。注意：因为Cassandra的确需要有表的

schema模式，因此您不能插入任意的JSON来随

便定义新的列，也就是说通常需要具有与文档数

据库相关联的特性。

图表：对于像服务D之类高度支持数据互连的

服务来说，DSE图表是一个高度可扩展的图表数

据库，它直接建立在DSE数据库之上。DSE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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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Apache	TinkerPop	项目来支持强大的、且

易于表现的Gremlin	API。

5.多模型数据库的优势和局限性

在考虑是否要使用多模型数据库的时候（或使

用你已有数据库的多模型功能时），你需要兼顾

考虑我们上述所讨论的有关混合持久化方法所带

来的开发和运营成本。

使用多模型数据库可以简化运营。无论是不同

的开发团队使用不同的API，还是不同的后端数据

库平台交互模式，我们都会从只需要管理单一的

平台来受益。

在选择多模型数据库时，需要考虑的一个方面

就是：各种模型如何能够被支持。一种常用的处

理方式是：一个基于单一本地的底层模型与其上

面分层的其他模型共同组成一个数据库引擎。分

层的数据模型用于展示其底层主模型的各种特

征。

例如，在ThoughtWorks的技术雷达第16卷

（Technology	Radar	Vol.	 16）（https://

a s s e t s . t h ough two r k s . c om/a s s e t s /

technology-radar-vol-16-en.pdf）中，就讨论

展示了在Cassandra顶端分层的DSE图表模型的

特性和所涉及的取舍：

我们所长期钟爱和使用的Neo4 j（译者

注：Neo4j是一种高性能的NOSQL类型图表数据

库，它将结构化数据存储在网络中而不是本地表

里。）已经在大型的数据集类型中逐渐显露出了

局限性，而建立在Cassandra顶端的DSE图表则

应运而生。

当然，这种模式也有其自己的取舍，例如：您

会失去ACID事务和Neo4j的独立于架构运行

（run-time	schema-free）特性；但是DSE通过

访问底层的Cassandra各种表格，Spark对分析

负载的集成，以及强大的TinkerPop/Gremlin查

询语言，都使得它还是很值得考虑和选择的。

如果您在自己的Web架构应用中考虑使用不同

的数据类型，那么您可能就会发现到：不同的数

据类型有着不同的一致性需求，而实际需要立即

进行一致化的数据类型并不多。

另一个需要重点考虑的是：多模型的空间问

题，即不同数据库模型和引发的集成与交互，以

及访问数据的各种操作和分析用例。DSE支持通

过Spark（DSE分析）来访问图表数据以实现其

分析的目的，而DSE搜索则提供了用于创建那些

存储在DSE数据库中数据的各种搜索索引的能

力。

二、微服务数据模型的四步骤

既然我们已经了解了混合与多模型方法的各类

优点，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为大规模的微服务应用

来选定数据模型呢？请参考下列的步骤：

1.	识别应用程序中的主要数据类型，逐个创建

服务，并控制每个服务的持久性。如果可能的

话，将多模型的数据库运用到所有服务上，使服

务能根据它们所选择交互的数据来改变模式。

2.	根据您网页级的延展性和可用性，键-值的

分层和文档的语义，按需使用一种表格的形式（

如DSE数据库）来作为您的主要模型。请务必考

虑到各种方式，来保证您的数据能够被各种操作

和分析用例所访问到。这样您就可以提前规划好

那些如何使用查找索引，以及向分析数据中心进

行复制等方面的功能。

3.	使用高度相关的数据图表形式（如DSE图

表），特别是在各个实体之间的关系有着比其实

体本身更多属性的时候，或是您需要在同一个实

体间获取多重关系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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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您没有必要改变的时候，请保留传统的关

系型/SQL技术的架构。例如，当您的用例并不需

要大规模、低延迟和高可用性的时候。

我希望上述内容能够为您在思考如何为自己的

应用程序提供多模型支持，以及何时、何处用到

多模型数据库的时候提供一个实用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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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步帮你打造超级安全的
Exchange Server

笔者认为部署一台对于各种敏感信息都足够

安全的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是完

全可以实现的。本文将向你展示如何做到这一

点。

在耳濡目染了各种有关信息泄露、黑客和加密

等方面的新闻之后，信息安全管理人员时常会很

自然地幻想去部署一台超级安全的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让它服务于任何对外发出的

绝密邮件。我会在此尽我所能向您展示如何在

Hyper-V的虚拟机环境中部署一台非常实用的

Exchange	Server	2016。我将和您讨论信息的

锁定、静态和传输信息的加密、安全的远程访

问、以及针对各种入侵的加固。

具体说来，我会按照以下的原则进行搭建：

Exchange	 Server。我相信很多人都认为

Microsoft	Exchange是永远无法被恰当地安全加

固的，唯有Sendmail或Postfix的定制化编译方可

实现。好吧，我暂且接受这个说法。但是您要知

道，如果您的团队只有您一个人或是少数几个成

员的话，这些定制的方案也许会奏效。但是

Exchange却有着它独特的群组软件的功能。

此外，信息存在于电子邮件、日历和联系人之

中，而无论是Sendmail还是Postfix，都无法提供

集成、统一的解决方案。如果您能成功地加固

Exchange的话，那么您的日历、联系人、收件

箱、日志条目、即时消息的对话历史记录等也都

会得到安全保障。而且，大多数人在使用习惯上

都会选择Outlook，而Outlook恰好是Exchange

的最佳使用拍档。

一种在办公室和路上都适用的解决方案。移动

安全非常重要，我会尽量把重点放在保护

Exchange的移动访问接入之上。如果在设计的时

候就存在缺陷的话，那么安全就只会流于形式，

而无实际作用了。任何在这个领域有经验的人都

会告诉您：安全性和便利性永远是一对相爱相杀

的两方面。因此，我们在搭建的过程中要作出明

智且理智的选择，在允许适当的便利性的同时，

尽量不去影响系统的整体完整性。

一个简单的一站式解决方案。我并不打算为了

达到高可用性而部署多台Exchange服务器；我也

不打算实现Windows	Server的群集；我更不会

使用附加存储；或试图去管理SAN的连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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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我只想保持一种简单模式：将存储、服务器

和Exchange都放置在一起。您可以搭建一台单独

的虚拟机，将它要么运行在自己的网络内，要么

部署到像亚马逊Web	Services或是微软Azure的

服务环境基础设施中。

因此，我的三步走操作顺序是：首先部署

Exchange。其次从Windows 	 Se rve r和

Exchange两方面出发进行基础加固。最后加固网

络，并实施最新的加密和审计技术，从而让您获

得最为安全的Exchange	Server的单机实现。事

实上，我已经着手将这个系统部署到我们组织的

生产环境之中，我们组织的日常运营就是依赖于

这个部署的架构。

在您的服务器上安装Exchange	Server	2016

在安装Exchange时，我建议使用Michel	de	

R o o i j’ s的卓越Powe r S h e l l脚本（译者

注：https://eightwone.com/2013/02/18/

exchange-2013-unattended-installation-

script/）来逐步在您的系统上搭建Exchange	

Server	2016。虽然也有许多其他的脚本可以被

用到，但是这个脚本更胜一筹。因为它能够涉及

到所有的先决条件，包括各式各样的过滤包。

根据您所要安装到的操作系统的不同（鉴于该

脚本支持从Windows	 Server	 2008	 R2的

Service	Pack	1一直到当前最新的版本，我将使

用的是Windows	Server	2016，因为它是最新“

出炉”的系统版本，而且有着良好的技术支持）

，它会根据所处的架构方案进行调整，从而对

Active	Directory进行安装准备。而且它会巧妙

地处理各种错误和异常。注意：该脚本的更新比

较频繁，在撰写本文时，它在2017年6月28日已

有过一次最近的更新。

该脚本需要您在手边具有Exchange	 ISO或者

其他类型的源文件。Exchange	2013及其更高版

本（当然其中也包括2016版），都有一个不错的

功能：每一次所有的累积更新实际上都是一套完

整的Exchange副本。这就意味着您可以提取累积

更新文件目录中的各种文件，另放到一个文件夹

中，然后从那里去运行一个Exchange的全新安

装。这样的方式可以帮助您节省对现有服务器进

行补丁和更新所花费的额外时间和精力，同时也

节省了对于已部署的服务器维护的各种工作量。

截至发稿时，Exchange	2016的最新版本是累积

更新第7版，它于2017年9月19日发布。

以下是运行PowerShell脚本的命令：

Instal l-Exchange15.ps1	 -Instal lBoth	

- Sou r cePa t h 	 c : \ e x change2016cu7	

-Organization	EightyTwoVentures	-AutoPilot	

-Credentials	

您一旦运行了该命令，就会有一个提示您输入

管理员身份凭据的对话框弹出。注意：这些身份

凭证会被一直保存到脚本运行完毕才被删除掉。

也就是说，即使有系统的重新启动，该脚本也会

保留该身份凭据。在该脚本将Exchange以“逐

位”的方式安装到虚拟机的期间，您会碰到五到

六次的系统重启，并会花费大约一个小时左右的

时间。最终您将会得到一台功能完备但尚未定制

配置的Exchange，至此各项部署工作已经准备就

绪了。

一、设置BitLocker加密

安全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加密，而且它意味着

既要加密静态的数据（即当它们被存储在磁盘上

时），也要加密运输过程中的数据（比如当它们

通过网线进行发送的时候）。既然我们正在讨论

精选译文

态牛 Tech Neo34



的是E x c h a n g e，这就意味着我们已拥有

W i n d o w s 	 S e r v e r ， 而 且 上 面 具 有

Bitlocker。Bitlocker是一个工业级强度的驱动器

加密机制，它正好可以满足我们的部署要求。

事实上，Bitlocker在Exchange首选体系结构

的指导中是这么被提到的：在微软的“理想”部

署情景中，如果你想使用到Exchange的所有优

势，并消减其所有的产品弱点的话，Exchange必

须有一件“防弹衣”。您可以在Windows	Server

上开启BitLocker，然后让它完成对整个磁盘驱动

器的加密过程--就这么简单的两步走的过程。（当

然，请不要丢失您的备份密钥）。

二、用安全传输层协议创建传输规则（TLS）

安全的Exchange部署强制要求在传输过程中

使用TLS。TLS与HTTPS和在邮件传输的SSL等

效，它会对邮件服务器之间的任何SMTP会话的整

体数据传输予以加密。当一封电子邮件被发送的

时候，参与该事务的双方邮件服务器都会交换数

字证书，然后对加密通道、以及邮件标题、正文

包括任何附件传输的安全通道进行统一地协商。

如今大多数的SMTP服务器都支持随机传输层

安全(opportunistic	TLS)，这就意味着它们会默

认使用TLS来联系远程的邮件服务器，和接收从外

部发向本组织内用户的各种入站邮件。但是如果

对方不支持TLS的话，它们将自动切换回传统的

SMTP--这种不安全的明文模式。

您必须用TLS来创建传输的规则。这里给大家

列举出Exchange	2016（和2013版）与其以前

较早版本（如2007和2010版）的不同之处（如

果您使用该规则的话，证书在此已不重要了，因

此不必过分苛求之），因此就算您是Exchange

的“老司机”，也请认真阅读下方的文字。

1.	在Exchange控制面板中创建一条传输规

则：首先登录，然后在左侧点击“邮件流（mail	

flow）”，之后在顶部选择“规则”，并且点

击“+”图标，最后选择“创建一条新规则...”

2.	因为您需要将此规则应用于所有的消息，所

以最好给它起一个容易理解的名称。然后在“应

用此规则如果...”的下方找到并选中“[应用于所

有邮件]。”的选项，之后在“执行以下操作：”

处，将鼠标移到“修改消息的安全性...”并点击“

需要TLS加密”。

3.	确保在“为此规则选择一种模式”下方的“

强制（Enforce）”单选按钮被选中，然后输入任

何更改信息，以便你在将来参考的时候能从注释

文字里找到提示。

4.	最后，单击窗体底部的保存按钮。在弹出一

条“你想把该规则应用于将来所有的消息吗？”

的警告时，点击“是”便可。

三、通过SSL VPN设置远程访问

作为Exchange服务器安全部署的一个关键部

分，我们应该确认任何与Exchange	Server交互

人员的身份、数量或物理位置（更高版本可以实

现）。SSL	VPN通常被认为是在任何服务的远程

访问中最为安全的可行方案。它不需要你在防火

墙上开启特殊的端口，却可以用一个加密层对会

话进行封装，它支持对发起服务连接的当前状态

进行评估，以确认连接是否已被攻破。

SSL	VPN的另一个优势是它可以将你的远程客

户端纳入，作为本地的安全网络的一部分，以便

您可以安全放心地管理和处置它们。因此对于咱

们所讨论的超安全Exchange部署，我就是使用

SSL	VPN来作为唯一的远程系统的访问方式。当

然在本地网络中，我还是会允许各个Outlook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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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端以标准的ActiveSync进行连接。如今有许多

厂商都能够方便地提供各种各样的SSL	VPN设

备。您手头也许已经有一个了，那就赶快部署它

吧。

四、设置防火墙

安全的Exchange意味着您需要有一个安全的

网络。在Hyper-V上，您需要从物理主机的各个

适配器上移除网络绑定，从而消除你的主机操作

系统受到威胁的可能性，并阻止各种其他的负载

在主机上运行。

在该安全邮件服务器的边界上，您只需要开启

两个端口：25号端口，用来进行SMTP传输；和

典型的443号端口，用于建立SSL	VPN会话的各

种HTTPS连接。为了增加安全效果，您可以适当

采用一些模糊的手法：比如可以变更您的SSL	

VPN端口号为一个随机数，不过其具体的实现过

程还是取决于您的SSL	VPN厂商。通常，您可以

选取一个大于1024的数字作为备用端口号。您也

需要培训您的用户来使用该端口连接到SSL	VPN

进行邮件的收发。

那么有没有办法能让25号端口变得更加安全

呢？这里介绍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是“皮带和背带类型”（译者注：背带裤

上的背带为皮带多提供了一种防止裤子掉下的保

护）：他们将各种风险，即恶意软件、病毒、垃

圾邮件和本地邮件服务器的攻击视为正常且不可

避免的现象。因此他们会选择使用第三方的邮

件“保健服务”（hygiene	service）。我偏向使

用Mailprotector(译者注：一种邮件安全、管理

的运营服务平台)，当然，微软的Exchange在线

保护（Exchange	Online	Protection）也是非常

实用的。

如果您选择使用第三方“保健服务”来阻断垃

圾邮件和病毒的话，那么您会进一步在边界防火

墙上阻断25号端口，以限制“保健服务”所用到

的IP范围。这样一来，你的防火墙就会悄悄地丢弃

那些不明来源的数据包，以确保只有通过了“保

健服务”的邮件才会传到您的手上。此外，您要

确保您的服务提供商支持所需的TLS，以便执行传

输加密，并且能够将他们的服务用作一台智能主

机（相对于TLS的基本功能而言），进而保证您能

够获取出站方向的安全。

一些非常偏执的人可能不愿意相信那种邮件经

历了多个云服务节点，才最终发到手中的方式，

因此他们更崇尚所有的邮件能够直接地发送过

来。面对这种情况的要求，您肯定会强制要求在

连接的全程进行TLS加密。可是，它并不是一个绝

对万无一失的加密机制。因为大多数邮件服务器

（包括Exchange在内）在传输开始的时候，并不

会为了防止相互之间直接传送明文，而进行任何

形式的交换证书的验证。由此可见，您会在这种

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收到越来越多的垃圾

邮件。

最后的想法

搭建和部署一台安全的单机Exchange是一个

探索过程，而不是一个既定的任务清单。在此，

我给您提供了构建和加固一台邮件服务器的一些

基本要点，包括对静态和传输中数据的加密，和

如何尽量减少被攻击的可能性。当然，威胁的种

类是在持续发展的，我这里所提到的知识只是一

个良好的开端，管理好邮件服务器，乃至其他服

务器是企业的一项长治久安的工作。■

精选译文

态牛 Tech Neo36



Windows Server 1709：
关注容器，面向DevOps

于今年早些时候公布的Windows	Server首个

半年期发行版终于到来。Windows	Server	

1709的本质在于对Windows	Server的Server	

Core变体作出重要更新，其中分别包括企业与数

据中心两个新版本。新的Windows	Server面向

DevOps类组织，同时强化了对容器及云部署的支

持能力。

不过为了使用新版本，用户将必须使用命令行(

特别是PowerShell)与远程用户界面(如熟悉的

RSAT)，配合基于浏览器的Honolulu项目进行服

务器管理。

这一结果其实并不令人意外，毕竟微软一直在

向服务器GUI发出警告信号，而新的命令行工具确

实在服务器的远程管理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事实

上，Powe rShe l l与Hono l u l u的结合使得

Windows	Server与其各类基于Unix的竞争对手

更趋一致。此外，微软也建立起新的管理基准，

并以此为基础添加容器支持以及其它服务器操作

系统使用方法。

要安装Windows	Server	1709，您必须选择

清洁安装方式，从而获得每年两次的全新发布模

式。通过这种方式，微软正努力证明原本

Windows	Server	2016的5+5模式已经过去——

未来的世界属于“一年两次”。

Windows Server 1709中的新型容器功能

微软在Windows	Server	1709中明确关注应

用程序与容器开发者群体。新的容器基础镜像包

括Server	Core与Nano	Server;	其中Server	

Core适用于现有应用的“直接迁移”，而Nano	

Server则主要面向.Net	Core或者Node.js上的新

应用构建。这些容器基础镜像的体积也明显减

小——Server	Core瘦身60%，Nano	Server则

瘦身达80%，这极大提升了其部署速度。

“直接迁移”是个有趣的选项，其允许用户最

大程度保留原有代码。当然，为了确保应用程序

在容器中的正常运行，您需要进行一些重新调

译者：核子可乐

来源：51CTO

37态牛 Tech Neo

精选译文



整。但实际上这类变更并不难实现，配合

Windows	Server或者Azure的存储工具与API时

难度更低。

新 的 W i n d o w s  S e r v e r 发 布 计 划 契 合

DevOps理念

也许每半年一次的更新并不能满足每个人的需

求，大家也可以随意跳过自己不感兴趣的版本，

但Windows	Server的更新节奏已经就此确立。

这一全新发布计划可能更加适合已经开始以

DevOps驱动流程作为目标的企业。

DevOps方案自然需要以云至上开发理论作为

核心，这也正是Windows	Server需要同Linux的

快速发展计划进行竞争的层面。Nano	Server的

变化直接反映出这一点，即容器主机在支持基础

设施方面并无意义，特别是在主操作系统也愈发

轻量化的时代背景之下。

尽管如此，Windows	Server的变化对于原有

系统管理员仍是一项挑战。不过别担心，微软仍

将通过长期服务渠道(简称LTSC)继续提供原有发

布形式。

大家甚至能够在数据中心选择混合式部署方

式，即利用LTSC处理陈旧应用，Windows	

Server	1709及未来版本则面向新的构建成果与

云用例。虽然1709版本中也包含基础设施角色，

但其更适合打理虚拟机中的应用程序托管与容器

基础镜像。而LTSC基础设施服务器则更适合虚拟

主机、存储以及Active	Directory。这种混合型

部署方法确有其道理，因为除了安全更新之外，

基础设施服务器在部署后不应进行轻松变更。

如果将基础设施运营与DevOps拆分开来，那

么这种二分模式将更具现实意义。在虚拟世界

中，基础操作系统的快速变更将不是问题，因为

其只是持续集成管道中的元素之一;	代码与其它软

件也将参与到基础设施的定义当中。

原有beta测试与社区预览系统也不再生效。虽

然部分特定客户仍能够访问TAP	build，但其他客

户都应加入Windows	 Insider计划，从而及时获

得更多新内容。在新的更新计划之下，参与

Windows	 Insider将变得无比重要，这将确保您

能够在部署新版本之前快速测试以验证应用程序

是否运行良好。

即使如此，测试工作的强度也不会很大。毕竟

一年两次的增量式版本不同于数年才推出一次的

大型升级。每次发布的Windows	Server新版本

只会推出少数新功能，因此应该不会对现有应用

造成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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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踢部落故事汇(32)

Java深坑如何填？

世上本没有坑，踩的人多了也便成了坑。每

遇到一次困难，每踩一个坑，对程序员来

说都是一笔财富。持续学习是程序员保持竞争力

的源泉。本期将分享一个踩坑无数的Java程序猿

填坑秘籍。

榆木，一个阅历无数（踩坑）的技术宅男，喜

欢了解新技术却不爱太钻研新技术（因为懒，猿

届反面角色一枚）。14年毕业至今，在Java开发

这条道路上可谓是坑过好些人、也埋过好些坑、

也被坑过好些次。因为懒，没有针对他遇到过的

问题做过太多的笔记（记录一些棘手问题的解决

方法还是个不错的习惯），只是习惯性的去分析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去避免重复

出现。在这里榆木share一下第一次做独立需求的

过程。

要成为一个合格的Java程序猿，独立完成需求

是一个必须经历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遇

到很多问题，要学会合理的利用资源（官方文

档、社区论坛等）去解决问题。在这个阶段应该

是踩坑最多、收获最多、成长最快的阶段。

在榆木入职的前3个月里，做的都是一些改

bug、完善需求的活，他不需要太多思考，根据

榆木•Java开发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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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说的做就成了。三个月之后他的公司顺利拿

下了该客户的二期项目，由于人手不够，再加上

他在一期维护的时候对业务比较熟悉，老大便让

榆木独自承担该项目前置子系统的全部需求。刚

开始的时候榆木是很激动的，随之而来的却是不

知所措。

榆木都是如何踩坑又填坑的呢？分享一下他的

几点经验，希望对开发者有所帮助。

如何同时开启两个SVN服务

因为公司资源不够，老大就要求在原有的服务

器上再弄一个SVN服务，于是他开始各种捣腾，

可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没有办法同时起来两个服

务。怎么办，只能找哥哥（google）帮忙咯，因

为SVN服务的启动（/etc/init.d/svnserve	start	

）是包含一些默认参数，如	--listen-port指定服

务端口	默认是3691，如果要同时起两个SVN服

务只需要在启动时指定两个不同的listen-port就

OK了。

如下，问题解决：

1. /etc/init.d/svnserve start   -d -r /svn/

repo  第一次第一个库启动  默认3691 

2. /etc/init.d/svnserve --listen-port 9999 

-d -r /svn/svndata  第二次指定端口启动 

问题搞定，紧接着就是紧张的代码开发，事情

有点想不到的顺利，后端接口顺利完工通过测

试，榆木开始和前端对接联调，好激动，搞不好

可以提前完成任务了。噼里啪啦的搞完就开始测

试了。

fastJson序列化问题

所谓没有遇到过bug的程序猿就不是正常的程

序猿，一点都不意外，问题来了。同一个对象赋

值给HashMap中不同的key	传到前端后，第二个

value竟然不能被正常解析.......	他自己写的代码必

须不能怂，有问题那就解决问题，于是榆木开始

找问题所在，开始模拟数据，发现返回结果如

下：

1. {“o1”:{“age”:16,”name”:”o1”},”2”:{“$r

ef”:”$.o1”}}  

很容易就能看出来，第二value在这个返回结

果中用类似指针的方法（“$ref”:”$.o1”）表

示它和“o1”的值一样，看起来像是同一个对象

的循环引用哦，那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循环引用禁

止呢？答案是可以的。（有必要说明一下，这里

使用的是fastJson）通过SerializerFeature指定

禁用循环依赖就可以了。修改前代码如下：

1. public static void test1() { 

2.         TestObject object = new 

TestObject(“o1”, 16); 

3.         Map<String, TestObject> map = new 

HashMap<String, TestObject>(); 

4.         map.put(“o1”, object); 

5.         map.put(“o2”, object); 

6.         System.out.println(new 

String(JSON.toJSONBytes(map))); 

7.     }        

输出结果：{“o1”:{“age”:16,”name”:

”o1”},”o2”:{“$ref”:”$.o1”}}

在一个集合对象中存在多条相同数据时，将ist

集合对象转化为json对象输出到前台时，JSON默

认对第二条数据处理时用”$ r e f ” : ” $ .

object”.<这里object指第一条数据>，这样的

json转化结果输出到前台肯定是不可以使用的，

好在JSON有提供禁止关闭引用循环检测的方法，

只需要在转化的时候加上SerializerFeature.

DisableCircularReferenceDetect	 	就可以解决

了。修改后代码如下：

1. public static void test1() { 

挨踢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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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estObject object = new 

TestObject(“s1”, 16); 

3.        Map<String, TestObject> map = new 

HashMap<String, TestObject>(); 

4.        map.put(“o1”, object); 

5.        map.put(“o2”, object); 

6.        SerializerFeature feature = 

SerializerFeature.

DisableCircularReferenceDetect; 

7.        System.out.println(new 

String(JSON.toJSONBytes(map, feature))); 

8.    } 

输出结果如下：{“o1”:{“age”:16,”nam

e”:”o1”},”o2”:{“age”:16,”name”:

”o1”}}

到这里问题就解决了。不久之后测试通过了，

交付客户测试版本，开始和中心联调测试了。

OOM异常处理

榆木以为到这里就万事大吉了，然而是不可能

的。联调测试两天之后，客户反馈说：“我们的

XXX报文数据已经往中心发过了呀，可是中心说

他们没有收到，你们查下是什么问题呗！”客户

就是上帝呀，榆木和他的同事开始查询日志，发

现有一些OOM的异常。异常产生的场景是在取数

据-组报文-MQ转发这个环节，然后就开始一个一

个点的排查了。

榆木首先想到的可能原因有：

1、数据取出来生成报文这个过程都是在内存

中做的，会不会是这里数据太多导致？

2、会不会是报文生成过程产生了过多Object

没有来得及回收？

3、会不会是数据发送慢于报文生成的速到导

致等待队列爆满？

然后开始针对性的做修改测试，他将一次性取

数据生成报文的过程改成批量去做，然后测试运

行一段时间没有问题（排除	1）；在生成保温过程

中，将每一个转化后的对象置为空Object=null，

以便及时回收，测试运行一段时间没有问题（排

除2）；在第三点上面，他最先想的是增加线程数

量（	服务器开启超线程、应用中增加线程数量）

去提升处理速率，运行一段时间之后还是会出现

OOM。怎么办呢？再次回到了等待队列上面来，

能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对等待队列做个限制呢？于

是榆木在每次从MQ取消息之前增加了对等待队列

的深度的判断，如果深度大于最大线程数量的2

倍，就放弃本次MQ队列消息的处理。然后继续测

试，问题没有再出现。

查询慢怎么办？

最终项目上线了，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可是

有一天，榆木的老大说客户反映部分查询很慢，

让他去处理一下。榆木心里想着，这个应该是个

小问题，给数据表加索引就能搞定。到了客户现

场之后发现，原来的表是有索引的，可查询还是

慢，不得已只能去找原因了。不得不说，explain	

SQL是个不错的命令，发现索引没有生效，经过

仔细的比对，发现该关联查询的关联字段在两个

表中都有索引，	两个表的字符集都是UTF8，但

是排序规则一个是utf-bin（二进制存储数据，大

小写区分）,一个是utf8_general_ci（大小写不敏

感），所以把数据排序规则改成一致索引生效，

查询速度也就上来了。

PS:	mysql中的UTF-8编码的排序规则说明

utf8_bin将字符串中的每一个字符用二进制数

据存储，区分大小写。

utf8_genera_ci不区分大小写，ci为case	

insensitive的缩写，即大小写不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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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f8_general_cs区分大小写，cs为case	

sensitive的缩写，即大小写敏感。

【写在最后】

榆木整理了下这些年踩的坑，给自己也给正在

和他挣扎在挨踢坑里的小伙伴们一些启发与鼓

励。持续学习是保持竞争力的前提；夯实的基础

是进阶的垫脚石。抬头走不独行（exchange）、

埋头干（code），就算被称作屌丝，也还是要有

梦想，万一逆袭了呢。■

挨踢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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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踢部落故事汇(33)

“小白”带你分分钟玩转数据分析

数据小白从最初的职场菜鸟，到“表姐”，

到大数据产品，直到现在仍然在数据领域

翻山越岭。是什么力量使她对数据如此着迷？数

据分析高级工程师又是怎么炼就的？且听下文分

晓。

小白是个85后的姑娘，坦率、乐观、好奇。因

为姓白，朋友都叫她小白。就是因为有一颗好奇

心所以开启了数据小白之路。

小白毕业于二流院校的应用数学统计专业，在

校阶段学了一些统计相关知识，读了一些统计周

边书籍，轻松的写了两篇论文发表在统计领域期

刊上。毕业后抱着一颗数据心投入职场，加入了

北漂行列。第一份工作在一家教育公司，做科研

氛围比较浓的教育行业数据分析，之后依次在电

子商务、教育、咨询、传统制造业企业里摸爬滚

打，从最初的职场菜鸟，到“表姐”，到大数据

产品，直到现在仍然在数据领域翻山越岭。

初入职场，小白如何才能变强大

有一次，数据小白接到猎头电话推荐一家互联

网金融公司的算法攻城狮职位，小白的那颗不安

定的心开始蠢蠢欲动，于是约了时间走进了那家

互联网金融公司，遇见了一位不修边幅、带着不

背锅蜗牛·JavaEE开发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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羁的面试官。小白被面试官的一通发问，问的晕

头转向，不过其中有一个问题让小白很感兴趣（

补充一下：小白的算法能力弱弱的，仅限于可以

熟练调用R开源软件中的算法包）。那就是大家一

直都很纠结的模型的简单与复杂，模型的精度提

高及造成的过拟合问题如何解决。借此机会，跟

大家一起分享一点她的粗浅认知。

模型复杂度和过拟合

模型简单与复杂的认知：模型过于简单可能会

造成分类不准或者预测不精的后果，在目前大的

数据质量普遍较低的环境下，会造成一些人对模

型的复杂度的追求以弥补数据质量的缺陷，最终

使算法模型的复杂度不断提高。但是复杂程度高

的模型一定是好模型吗？

来看一张图（有图有真相哈）

此图来源于统计之都论坛

上图横坐标是模型复杂度，纵坐标是预测误

差；明确表示了随着模型复杂度的提高，训练集

的预测误差逐步减小直至接近于0（拟合的很棒

啊，误差无线接近于0，此处有撒花，此处有掌

声），等等……测试集的误差好像不太完美啊，

怎么翘尾巴了呢？这就是常说的“过拟合”现

象。所以模型的选择不是越复杂越好，而是选择

最好的模型（当然是某一个模型集中），最好的

模型就是在新的数据上预测误差等指标表现好

的。

模型出现“过拟合”现象应该如何解决呢？正

则化！正则化！！正则化！！！（重要的事儿说

三遍）还有一句废话就是：拥有更多更广维度的

高质量数据胜过一个好模型，大数据时代数据为

王哈！！！

常见坑：数据定义和数据理解

数据理解是每个数据分析必备的能力，但是数

据定义在过往的一些粗放型管理中却是缺失的，

这时候如果一个分析师沿用经验认知来理解数据

的话，不论后期的分析和算法模型多么严谨多么

高端都会大打折扣，甚至是徒劳无功的。

给大家安利一下：1998年NASA发射火星气

象探测器，1999年探测器失联。究其原因是人为

因素，火星气候探测者号上的飞行系统软件使用

公制单位牛顿计算推进器动力，而地面人员输入

的方向校正量和推进器参数则使用英制单位磅

力，导致探测器进入大气层的高度有误，最终瓦

解破裂。

举一个工作经历的案例：业务场景是需要做一

些业务指标的可视化，在数据流计算过程中突然

领导发现不对啊，我的业绩指标怎么少了？这个

锅谁背呢？做数据的！！！之后就可想而知了，

所有冠以“数据”tittle的全部开始打鸡血查，逻

辑，没问题！存储任务，没问题！数据同步时间

点，没问题！领导翻白眼，肯定错了，没问题怎

么会数据不对？心里没准儿已经开始问候你的情

商、智商都是重伤了。最后的最后什么原因呢？

生产库一个业务字段的长度变长了，你可以理解

成类似于15位的身份证号码突然开始慢慢变成18

位了。

挨踢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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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坑怎么破？高端的叫法现在有一个领域正

在发展起来：数据治理，还有DAMA的认证，含

金量蛮高；Low点的玩法一个小小数据分析师那

就追着业务人员，厚着脸皮请教吧，不要赶脚你

的问题弱智啊，没准儿以前就是这么弱弱的玩

法。

数据群体性结论预测个体

刚才的坑是分析人员对业务理解的认知误区，

下面的坑是业务人员对分析结论的认知误区。

同样举个栗子，大概两年前大数据是一个神一

般的存在，目前大家的认识开始有些分歧，一部

分人低估大数据的力量，为啥呢？很多人砸了钱

没听见响动。一部分人仍然执迷于大数据研究，

一部分人开始客观的认识到大数据威力不是一蹴

而就的，不是你挂了个大数据XXX的部门，请几

个工程师就能驾驭大数据这个利器的。今天不去

纠结大数据，只是举个数据分析的例子，也是小

白的一次项目经历。

项目目的：做在线教育学员的二次消费行为分

析（电商的二次营销辣么成功，老客户开发成本

比新客户开发成本低辣么多），很有意义的项目

啊，但是请注意：是学历在线教育。

项目过程：项目中各路数据大侠拿出华山论剑

的本事儿，清洗数据，建立模型，模型检验，模

型精度评估，看着这一连串的招式舞的行文流

水，最终结论：模型检验准确率90%以上（历史

数据显示不再报名的学生达90%以上），但是已

有的数据特征指标对模型的解释度只有10%，言

外之意是啥呢？要补指标，需要补啥样的呢？方

向不清晰，牵涉也比较大，所以作罢。

项目后期：领导又出场了，项目有结论了，来

预测一下吧，哪个学生可以再来学一次？只告诉

我是谁能来就好了。数据分析师是不是有点无语

凝噎的赶脚了？做不做都是背锅侠。这种坑怎么

破？让时间的洪流带走一切吧！！！

【写在最后】

以上是小白个人的一些粗浅认知，数据探知的

过程中有时候是枯燥无聊的，有时候透过数据看

清客观存在又是激动人心、成就感十足的；愿能

与各位在数据和技术领域孜孜不倦探索的小伙伴

们一同成长，也祝51CTO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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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万的数据MySQL怎么优化达到秒查？有
大神级的DBA不，大神请指教。

1. 2elect agent_product_level’, ‘pl’, ‘user_
id,team_id,create_time,update_time,pl.create_
time as apply_time,u.mobile, u.real_name, p.
product_name, l.level_name, t.team_name from 
agent as a 

2. left join user AS u ON u.user_id = a.
user_id 

3. left join agent_product_level AS pl ON 
pl.user_id = a.user_id 

4. left join agent_upgrade AS up ON up.
upgrade_id = pl.id AND up.disposed = 0 

5. left join product as p on p.product_id = 
pl.product_id 

6. left join agent_level AS l ON l.level_id 
= pl.level_id 

7. left join agent_team AS t ON t.team_id = 
pl.team_id 

8. limit 1000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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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什么错误？php环境配置出错
了。G:\myServer\Apache24 

1. AH00526: Syntax error on line 245 of 

G:/myServer/Apache24/conf/httpd.conf: 

2. DocumentRoot must be a directory

你这个left	 join级联好高。首先确保要查询的

where条件或条件字段是添加了索引，让MySQL

用索引覆盖扫描数据；其次多表查询下，确保join

的关系最好是大表小表过滤，就是确信用小表的

数据去过滤大表；最后优化表查询语句，把复杂

的查询进行修改，能让MySQL优化器用更优的方

式查询。

DocumentRoot	must	be	a	directory。大

概意思应该是说	需要一个路劲	但是取到的

是一个文件。我只是看他的log做的一些猜

测，现在这个提示	是不是你的httpd	的脚本

中有做读取某个文件	但是权限不够导致的。

线上商城系统如何与线下erp进销存进行商
品的库存价格同步？商品数据同步？有人做
过这吗？

做个同步程序，之前我做过J a v a 	 的

Webservice	同步。

技术坐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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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样使用命名空间，有什么问题？Fatal 
error: Class 'Mydb\DB' not found

去掉namespace调试看看，调通再加上，一

步一步来调试问题方便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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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ent call 

last): File “/Users/songjunjun/

Documents/MyTrainingDemo/renlian/test.

py”, line 2, in ＜module＞ import cv2 

ImportError: numpy.core.multiarray 

failed to im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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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一下客户端连接发送消息我怎么在服务器查
看有没有发送成功，swoole扩展。

1、这个不是对端查看么。你试试程序抛出。

1）：发消息后服务器有没有连接成功

你连接语句应该是写死的	你可以连接之后	把

这个连接的socket	抛出	。

2）：	收到信息

这个应该分两步测试	一个是	发送	另外一个是

接受	你测试	发送能发出去不	再测试接收	。测

试方法你可以考虑	在发送信息	后面加一条	

printf	什么的。

2、这个。。很简单咯，用TCP抓包就可以

了。你搞个访问日志不就行了麽。把访问包括

发送的消息全部写到日志里面，就可以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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