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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简介： 
       我们在刚入行的时候是否感觉到激动，兴奋。但经过几年工作后，
还是感觉一种无序的状态下进行工作，许多日常问题依旧困扰着我们，
故障处理依旧使我们高度紧张，架构问题依旧是无力染指。如果是这
样的话，请继续往下看!!! 
 

http://weibo.com/fastyu
http://weibo.com/fastyu
http://weibo.com/fastyu
http://t.qq.com/fast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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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人怎么看自己 

我们像人的屁股 
 

我们团队作战 
 



• 我们不能无休止上线机器——控制投入 
• 我们故障不能太高——保证质量 
• 我们要预防重大故障发生——做好预案 
• 我们要减少故障发生——做好日常维护 

运维的目标是什么？ 



运维业务规范 

要出成绩难 

不犯错误难 

习惯养成难 

长期坚持难 

心态平和难 

找到平衡难 



以上文字你是否经常听到，经常看到。但不是我
们想介绍的重点。 
 
 
下面请我们一起转换视角，继续聊一下。 



1、运维工程师成长经验总结分享 
2、运维岗位胜任模型 



成长历程 

各阶段时间历程，每个阶段都有标志性事件 

中级阶段  
入职时间3-4年 

初级阶段 
入职时间0-2年 

高级阶段  
入职时间5-7年 

未来之路 
自己掌握 

要分享的内容 



运维成长初级阶段(入职时间0-2年) 

多学一些python,C语言 
多加加班，没坏处。但不要白天该干的活晚上做。 
多学习一些国外新软件，多读读文档。 

“沉”的下来，切勿有跳槽的想法，对自己知识积累会有严重影响。 
“静”的下心，入了门，就是“围城”了。 
 
   必须要做的：了解业务，熟悉业务。 
 

关键点 

主要用一维方式思考 实施 目标 



互动问题： 
有多少朋友在入职公司时候，有本部门人员专门找你谈过
在本岗位上的职业发展方向和指定过导师？ 
 
大概简单介绍一下公司如何帮你制定发展计划和规划职业
方向的？ 
 



1.做过部门设备规划或预算。 
2.经历过几次超过12小时以上处理故障的(>3)。 
3.自己独立承担给开发提供基础组件。 
4.能推动一些本部门发起的项目。 
5.自己能动手编一些运维工具，简化日常操作。 
6…..(省略)….. 

运维成长中级阶段(入职时间3-4年) 

注意：一定要减少本位思想对你的影响，说的更清楚一些就是我
们的“视野”应该更广一些。 

关键点 

主要用二维方式思考 

时间 

成本 

技术 



运维成长阶段二—案例1 
案例分析要点： 
1)xx论坛PHP升级+LVS改造后，通过xx.qq.com访问论坛页面出现”服务器暂时无法响应，
请稍后再试”。 
2)xx开发人员收到论坛的URL扫描报警监控。 
3)查询httpd的error.log日志，有如下的错误记录 
[Wed Mar 07 13:34:28 2012] [error] [client xxxx] (24)Too many open files: file 
permissions deny server access: /usr/local/q 
qxxxx/xxxbbs/static/image/smiley/default/victory.gif, referer: 
http://xxxx.qq.com/thread-371488-1-1.html?pgv_ref=aio 
4)所有服务器/proc/net/sockstat  数量短时间内有大量上升 
sockets: used 168096 
TCP: inuse 791 orphan 31 tw 213 alloc 791 mem 104 
UDP: inuse 0 
RAW: inuse 0 
FRAG: inuse 0 memory 0 
5 ) php加载了很多公司自有扩展so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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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成长阶段二—案例1 

互动问题： 
1）你对这个问题如何进行初始判断？ 
2）我们如何进一步的排查。主要使用哪些工具，主要用途 
是什么？ 
3）运维查到哪一步应该就可以转到开发进行继续排查了，
为什么？ 
4）如果要继续查下去，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为什么？ 



运维成长阶段二—案例1 
# lsof -p 26455 
COMMAND PID USER FD TYPE DEVICE SIZE NODE NAME  
httpd   26455 nobody   14u  sock       0,5           747761854 can't identify protocol 
httpd   26455 nobody   15u  sock       0,5           747761855 can't identify protocol 
httpd   26455 nobody   16u  sock       0,5           747765423 can't identify protocol 
httpd   26455 nobody   19u  sock       0,5           747765424 can't identify protocol 
httpd   26455 nobody   20u  sock       0,5           747780588 can't identify protocol 
httpd   26455 nobody   22u  sock       0,5           747780589 can't identify protocol 
httpd   26455 nobody   23u  sock       0,5           747783801 can't identify protocol 
httpd   26455 nobody   24u  sock       0,5           747783802 can't identify protocol 
httpd   26455 nobody   25u  sock       0,5           747784429 can't identify protocol 
httpd   26455 nobody   26u  sock       0,5           747784430 can't identify protocol 
httpd   26455 nobody   27u  sock       0,5           747787387 can't identify protocol 
httpd   26455 nobody   28u  sock       0,5           747787388 can't identify protocol 
httpd   26455 nobody   29u  sock       0,5           747787429 can't identify protocol 
httpd   26455 nobody   30u  sock       0,5           747787430 can't identify protocol 
httpd   26455 nobody   31u  sock       0,5           747795334 can't identify protocol 
httpd   26455 nobody   32u  sock       0,5           747795335 can't identify protocol 
httpd   26455 nobody   33u  sock       0,5           747805392 can't identify protocol 
httpd   26455 nobody   34u  sock       0,5           747805393 can't identify protocol 
httpd   26455 nobody   35u  sock       0,5           747805518 can't identify protocol 
httpd   26455 nobody   36u  sock       0,5           747805519 can't identify protocol 

以nginx+php-cgi场景开始重复测试工具，抓取有用信息 
 

lsof 查到的结果 
php-fpm 13229 nobody   16u  sock       0,5          154072250 can't identify protocol 
php-fpm 13229 nobody   17u  sock       0,5          154072296 can't identify protocol 
php-fpm 13229 nobody   18u  sock       0,5          154072297 can't identify protocol 
php-fpm 13229 nobody   19u  IPv4 154072299                TCP 10.136.xxx:54089->10.130xxx:ssql (ESTABLISHED) 
php-fpm 13229 nobody   20u  IPv4 154072301                TCP 10.136.xxxx:47763->10.129xxxx:ssql (ESTABLISHED) 
php-fpm 13229 nobody   21u  IPv4 154072263                TCP 10.136.xxxx:38810->10.137xxx:11507 (ESTABLISHED) 
php-fpm 13229 nobody   22u  IPv4 154072303                TCP 10.136.xxxx:54091->10.130xxxx:ssql (ESTABLISHED) 
php-fpm 13229 nobody   23u  IPv4 154072305                TCP 10.136xxx4:54092->10.130xxx:ssql (ESTABLISHED) 
   
 
 

过了几秒钟，再查lsof,发现19,20有变化。 
php-fpm 13229 nobody   17u  sock       0,5          154072296 can't identify protocol 
php-fpm 13229 nobody   18u  sock       0,5          154072297 can't identify protocol 
php-fpm 13229 nobody   19u  sock       0,5          154072384 can't identify protocol 
php-fpm 13229 nobody   20u  sock       0,5          154072385 can't identify protocol 
php-fpm 13229 nobody   21u  IPv4 154072263                TCP 10.136.xxx:38810->10.137.xxx:11507 (ESTABLISHED) 

上面抓取的信息，19u,20u是因为连接完数据库后，状态才生成的can‘t identify 
protocol 

再另一个终端上面查strace ，根据FD进行从下往上查询，查询FD19,20连接完数据库后，已经进行 正
常close()操作了。 
但查询到下面4个系统调用是最后使用19，20句柄，就没有下文了。而且没有正常close(); 
socket(PF_INET, SOCK_DGRAM, IPPROTO_IP) = 19 
ioctl(19, SIOCGIFADDR, {ifr_name="eth1", ifr_addr={AF_INET, inet_addr("10.136.xxx")}}) = 0 
socket(PF_INET, SOCK_DGRAM, IPPROTO_IP) = 20 
ioctl(20, SIOCGIFADDR, {ifr_name="eth1", ifr_addr={AF_INET, inet_addr("10.136.xxx")}}) = 0 
下面没有19和20的任何输出了,当然也没有包括close()的操作。 



运维成长阶段二—案例2 空记录导致程序crash问题 



运维成长阶段二—案例3  
2012奥运开幕式的那天晚上 



案例小结一下: 
 
案例一：遇到困难的事情，我们要坚持，再坚持，继续坚持。
这是个人成长必须要经历的阶段。 
 
案例二：出现问题我们要敢于做出决定，这是对于工作在这个
岗位上熟悉业务，促进个人职业成长都是一次极大的提升。当
然我们也要更敢于承担结果。 
 
案例三：敢于出手，该出手时一定手，你的价值就体现在这
“一手”了。 
 



1.敢于PK（业务，技术，管理，理念） 
2.敢于用自己 思维方式来推导系统架构的可靠性，可行性 
3.敢于跟业务聊业务（另一个视角）[尝试] 
4.要对一些较复杂的流程或业务模型有解耦的能力。 

主要用三维方式思考 

运维成长高级阶段(入职时间5-7年) 

技术 

架构 

管理 

业务 

关键点 

1)对事情自己要有看法，敢于说出看法。 
2)自己的一些方法体系化就比较重要了。 
3)在某些时候要放弃自己技术上面的优势转化成思考，沟通，
协调等工作上面 



案例1----项目：建立一套分布式邮件系统 

每个人说的都很重要，都有一定的参考性，但都不全面，只考虑自己负
责方面。要是你，将如何考虑这些情况，并加以综合利用这些信息？ 

 
POSTFIX比
sendmail好 就用
postfix了，BIND
不熟每次都要手工
操作想界面化操作，
Mysql还是Nosql? 
认证实现方式,多
地部署是不是以后
事情会越来越多 

工程师A  
LINUX计划使用哪
个版本较可靠，领
导心里想要什么，
本行业未来主要技
术发展方向，现在
熟悉分布式系统的
人还是很少 ,出故障
了如何减少不可用
的时间。冗余备份
如何来规划 

经理A 

操作系统版本，使
用PC-server还是
存储盘阵， 
APACHE 还是
nginx，系统监控，
外地故障处理，异
地设备管理等问题，
多IDC如何选址 

工程师B 



数据中心
投递策略 

数据中心整
体安全策略 

数据中心
选址策略 

数据中心访问
外部服务策略 

数据中心规划
访问策略 

数据中心
存储策略 

负载均衡 DNS 客户端 

 Mail(MTA,WebMail,Pop,IMAP) 

OS FS VolM 

虚拟化 

服务器 存储 

存储网络&通信网络&互联网络 

多
区
域
资
源
调
度
平
台 

日
志
收
集
处
理
平
台 

IT
IL

运
营
管
理
平
台 

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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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台 

故  
障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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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管  

理 设备 
管理 

分布 
系统 

自动 
部署 

用户 
访问 

分布式邮件系统(具有可供进一步分解的基础) 

总结一句话：分层次是大智慧，分模块是小智慧 

技
术
层
面 

架
构
层
面 

业
务
层
面 



分布式邮件系统 –元素分解 

目标：全国IDC布局 

主要输入：1)客户分布 

                2)IDC资源 

    3)网络接入 

目标：应用系统 

主要输入： 1)自动部署 

     2)冗余设计 

                 3)分布系统结构 



提升自我方法一：业务流数据流 
 
业务流是描述业务数据流动性的。数据流可以帮助梳理系统数据处理流，运维工作需
要掌握数据流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现在多分布系统多机器，多模块，互联关系复杂
的系统更尤为突然。 
 
想要自己技术对业务有帮助，这个方法要好好使用。如果没有机会应用，就要平时不
断的在脑子里面练习将任何业务需求转化为系统架构。 

提升自我方法二：一维思考多维思考 
 
一维角度看技术很容易进入到讨论怪圈，越说越细，很快就脱离问题实体了，得出的
结论往往比较片面，无法应用到较复杂实际环境。 
 
因为实际环境就是复杂的，受各方面条件制约。在系统设计方面也要尽量多维度考虑，
设计初期保证全面不漏项，比项目开始就深入研究某一项问题要重要的多。 

总结：提升自我综合能力二则 



2、运维岗位胜任模型 

• 运维岗位胜任模型 
• 运维岗位能力素质模型 



运维岗位胜任模型 





小结一下： 
1、要想真正成长，就要全面发展，与你已有的精
通技术或专业不会有任何冲突，只会使你更完美。 
 
2、短腿的技术或素质能力，一定会成为你日后发
展的累赘。除非你有很强的资源，可以用等同的
资源进行置换（沟通、协调等是很难用其它资源
进行置换的）。 
 
3、不要忽略了周围的亲情，友情，爱情。有个好
身体真的很重要。 



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