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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 

   背景            背景介绍 

   简介            自己,负责的业务和技术方向 1 

2 

3 

4 

   平台展示      What  

   平台建设     How 

5    Q&A 



简介 
•  2013 百度运维部 贴吧+ORP 
•  2014 百度运维部 Ksarch 
•  2015 百度运维部 Canary PAAS 
•     2016-至今 百度外卖运维部 

 
  Spinoff 
  OP      研发 
  SYS     研发 
  BP&IT 研发 

 
     后端: 4人 
     前端: 3人 
     SYS:  2人 

SRE团队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 
 
  Pacific 一站式运维平台  
  Atlantic 数据管理平台 
   

平台负责人 



背景 

7 

Spinoff 

入职 

域 

ERP e.baidu.com 

邮箱 mail.baidu.com 

VPN v.baidu.co
m 

UUA
P uu.baidu.com 

开发立项 cafe.baidu.com 

开发机申请 qian.baidu.com 

代码提交 svn.baidu.com 

编译发布 sc.baidu.com 

GZ NJ SZ
WG 

服务器硬件 

操作系统安装 

IDC环境 

rmss.baidu.com 

系统初始化 forman.baidu.com 

代码上线 speed.baidu.com 

服务安装 各种平台服
务,bdrp等 

VIP rmss.baidu.com 

BNS noah.baidu.com 

域名 rmss.baidu.com 

监控 noah.baidu.com 

服务器登陆 rel.baidu.com 

WIKI wiki.baidu.com 

PAAS平台 oxxp.baidu.com 

运维平台归 0 

线上环境归 0 

运维研发团队 0 

系统平台归 0 

办公平台归 0 

背靠大山,白手起家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从法拉利到拖拉机? 

PS:域名进行了更换 



背景 

  |  | 

Runtime 

 |  | 

近1年时间 6个人 
两大主体平台 Pacific Atlantic 
业务平台 11个 
通用服务 6个 
Go lib库 11+ 
对外接服务 30+ 



平台展示 



平台展示 

上线单详情页demo 



平台展示 

CMDB 资源页demo 



平台展示 

Atlantic 接入的工单和性能指标数据 



平台展示 

运营商网络定位 



平台展示 

内网网络定位demo 



平台建设--要点 
适用场景: 创业初期 从无到有 

   创业初期: 事情多且杂,⼈人⼒力力不不够,时间紧,⼈人才梯队建设慢



优先解决通用性 



平台建设—通用性 

平台组成 

流程 

权限 

用户 

数据 

信息 

业务依赖 

操作执行 

通用服务 

Workflow 

权限系统 

UDC 

通用存储 

配置中心 

各种lib库 

执行系统 

工单/准入系统 

Pacific权限 

Family UUAP 

上线系统 

上线系统 WFE 

CMDB 上线系统 

CT  上线系统 

业务逻辑 

准入自动 

权限审计 

自助申请 

数据增量备份 

PAAS 

原子操作 

网络OS 

进化 

分析运维的特点:  
   管理各种资源, 依赖服务复杂, 部署和执行分散,  流程管控环节多. 

 
将平台组成分为业务逻辑和通用服务 



平台建设--通用性 

•  Case 1 : 惯性思维,按手动操作实现 
•  新项目上线步骤 

1.  准入 

2.  app创建 

3.  app中绑定上线模块 

4.  app中绑定前后置命令 

5.  bns中添加机器 

6.  单台部署测试 

7.  同步所有线上部署 

8.  流量接入:DNS VIP BNS  

9.  日志切割 

10.  监控添加 

•  Case 2 : 各个方向都在做相似的事情 
•  容量排查 

•  业务:   

1.  机器: CPU  Disk  

2.  实例(php+nginx): CPU  Disk 

•  MYSQL:  

1.  机器:CPU MEM IO DISK 

2.  实例: CPU MEM IO DISK  

3.  库: MEM DISK 

4.  表:MEM DISK ROWS 

•  Redis: 

1.  机器: MEM CPU   

2.  实例: MEM CPU  

•  Other: … 

系统性思维 挖掘需求的通用性 

准入审批 
自动创建 

配置中心 
收敛齐全 

规划标准 
程序可识别 

容量管理/ 
虚拟化 



通用性 

平台建设--通用性 
个性化 

问题:  
Ø  如果需求很急迫怎么办?        --    提供临时和折衷方案 
Ø  如果抽象很难心里没有底?     --   先完成一版,面临重构的风险 
Ø  如果通用性将耗时长?     --   需要和管理者,需求方解释说明 

VS 



平台建设--通用性 
编程可复用: 统一技术栈 
 

代码可复用: 共同开发和维护lib库 
 

编程语言统一 

Go语言 

•  胜任场景全 

•  性能高 

•  开发成本低 

•  可运维性高 



学会抓住核心点 



平台建设--核心点 
抓住核心服务--先点后线 
 
先点: 围绕业务发展,分析支撑业务需求的核心服务 
后线: 再深入各个环节细化,实现全自动化的过程 



平台建设--核心点 

★  关键时机,大胆重构 
     ◦ 上线系统2.0 —架构转折性变化.  
  收益: 执行效率从半小时以上降低到分钟级

别. 成功率从89%提升到99%. 

抓住核心需求--先简后繁 
   
★   抓住当前痛点,优先解决1-2个问题.  

◦  上线系统1.0 —人手不够,跨部门合作.完成最简单的单模块上线. 

★   精雕细琢,提升速度和功能完善 
◦   速度: 上线系统3.0 — 秒级打包,秒级上线,回

滚优化,对接效率云等. 
◦   功能: 上线系统4.0 — 对接自动化case,diff 代

码,配置派生,group功能,对接报警等 



记得保证扩展性 



架构可扩展: 微服务模式 

ü  模块与模块之间单向访问, 不提
供回调模式,解决调用复杂度问
题.  

 
ü  采用golang+ 二进制静态嵌入

解决部署复杂度问题.   

平台建设--扩展性 



平台建设--扩展性 
技术可扩展: 开源&创新 
       1. 开源项目提升团队学习能力 
       2. 将多种开源项目结合完成复杂的需求 

Atlnatic Dashboard平台 
 
Open-Falcon+Grafana 
       
解决方案:  
ü 数据收集 
ü 数据存储 
ü 数据展示 
Ø 数据报警 
 
整合点:  
      1. open-falcon的数据流请求优化 
      2. 提供同比 环比 百分比等函数功能 
      3. grafana接入UUAP, 修改org逻辑,增加自定义的图表 



平台建设--扩展性 

27 

产品可扩展: 产品技术前后有延续 



总结 



Thank yo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