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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ps Institute is dedicated to advancing the human elements of DevOps success.  
We fulfill our mission through our SKIL framework of Skills, Knowledge, Ideas and 
Learning.    
 
Certification is one means of showcasing your skills.  While we strongly support formal 
training as the best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method for certification preparation, 
DevOps Institute also recognizes that humans learn in different ways from different 
resources and experiences.  As the defacto certification body for DevOps, DevOps 
Institute has now removed the barrier to certification by removing formal training 
prerequisites and opening our testing program to anyone who believes that they have 
the topical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to pass one or more of our certification exams.   
 
This examination study guide will help test-takers prepare by defining the scope of the 
exam and includes the following: 
 
● Course Description 
● Examination Requirements 
● DevOps Glossary of Terms 
● Value Added Resources 
● Sample Exam(s) with Answer Key 
 
These assets provide a guideline for the topics, concepts, vocabulary and definitions 
that the exam candidate is expected to know and understand in order to pass the 
exam.  The knowledge itself will need to be gained on its own or through training by 
one of our Global Education Partners.    
 
Test-takers who successfully pass the exam will also receive a certificate and digital 
badge from DevOps Institute, acknowledging their achievement, that can be shared 
with their professional online networks.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contact our DevOps Institute Customer Service team 
at CustomerService@DevOpsInstitu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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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交付生态系统基础 （CDEF） 课程描述 

 
 
 

 
时间 - 16 小时 
 
 
概述 
 
本课程专为参与 DevOps 部署管道和工具链的设计、实施和管理的参与者而设计，这些管道和工
具链支持持续集成、持续交付、持续测试和潜在的持续部署。本课程重点介绍了持续交付的基础

流程 、指标 、APls 和文化注意事项。 
持续交付的主要优势将涵盖包括提高速度，以帮助组织快速响应市场变化，从而能够有效应对竞

争，降低风险和降低成本，同时发布更高质量的解决方案。通过让管道而不是人执行更多活动，

提高生产力和员工士气，使团队能够专注于愿景，而管道执行。 
 
建立在畅销书中强调的原则和实践之上，如"持续交付"、"加速：精益软件和开发软件的科学：构
建和扩展高性能技术组织"，以及 DevOps 运动中的思想领袖编写的更多著作。持续交付生态系统
基础课程为 IT 专业人员提供了构建和协调高效自动化部署管道所需的基础广泛的能力。 
课程材料将包括作者马克·霍恩比克收集的实用工件、 模板和词典 ，以在课后帮助学生理解。 
 
此认证使学员能够成功完成连续交付生态系统基础 （CDEF） 考试。 
 
 
 
课程目标 
CDEF 的学习目标包括对以下方面的实际理解： 

● 目标、历史、术语和管道 
● DevOps 协作文化的重要性、实践和转型 
● 设计实践，如模块化设计和微服务 
● 持续集成 （Cl），如版本控制、生成和修正 
● 连续测试 （CT） 的信条和最佳实践 
● 连续交付和部署 （CD）：包装、容器和释放 
● 持续监控 （CM）：监视和分析基础架构、流程和应用 
● 基础结构和工具：框架、工具和基础结构作为代码 
● 安全保证 ：DevSecOps 
● 聆听和分享真实场景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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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交付生态系统基础 （CDEF） 课程描述 

 
 
 

 
观众 
持续交付生态系统基础课程的目标受众是任何有兴趣了解持续集成和持续交付原则的人，例如： 

● 构建工程师 
● 企业架构师 
● IT 经理 
● 维护和支助人员 
● 运营和基础设施团队 
● 项目经理 
● 质量保证经理 
● 发布经理和工程师 
● 软件开发人员 
● 安全专业人员 
● 测试 

 
学员材料 

● 十六 （16） 小时的讲师指导培训和锻炼促进 
● 数字学员手册（优秀的课后参考） 
● 参加旨在应用概念的练习 
● 示例文档、模板、工具和技术 
● 获取其他信息来源和社区 

 
先决条件 
建议了解和了解常见的 DevOps 术语和概念以及相关的工作经验。 
 
认证考试 
成功通过 （65%）60 分钟的考试包括 40 个多选题，导致考生被指定为经过认证的 DevOps 持续
交付生态系统基金会 （CDEF）。认证由 DevOps Institute管理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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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ous Delivery Ecosystem 
Foundation℠  

Exam Requirements 
考试要求 



DevOps Continuous Delivery Ecosystem Foundation (CDEF)℠ 证书 
 
DevOps Continuous Delivery Ecosystem Foundation (CDEF)℠ 是DevOps Institute的认证。 该认证及其
相关课程的目的是传授持续交付词汇，原理，实践，自动化和价值方面的知识。 CDEF 适用于从事开发，质
量保证，安全和运营专业人员的工作，这些专业人员从事从构思到实际生产操作的端到端DevOps软件开
发。 
考试资格 
尽管考试没有正式的先决条件，但DevOps Institute强烈建议以下准备考试的候选人，以便获得持续交付架
构师℠认证： 

•建议考生至少完成16个联系小时（指导和实验），作为DevOps Institute认可的教育合作伙伴提供
的正式，认可的培训课程的一部分 

考试管理 
持续交付架构师考试是根据DevOps Institute的严格协议和标准进行认证，管理和管理的。 
难度等级 
DevOps持续交付架构师认证在内容和考试的构建中均使用了Blooming分类法（教育目标）。 

•CDEF 考试包含Bloom 1问题，用于测试学习者对DevOps测试工程概念和词汇的了解（请参阅下
面的 列表） 

•考试还包含Bloom 2问题，以测试学习者对上下文中这些概念的理解 
 

考试形式 
候选人必须达到及格分数才能获得持续交付建筑师℠证书。 
 

 

 

考试类型  40个单项选择题 
时长为  60 分钟 
先决条件  建议候选人从获得认可的DevOps Institute教育合作伙伴那里完成“持续交付架构师”

课程 
监督下  No 
打开书  Yes 
合格分数  65% 
交货  在线或亲自参加 
徽章   Continuous Delivery Ecosystem Foundation℠ Certified 



考试主题领域和问题权重 
Continuous Delivery Ecosystem Foundation 考试要求具备以下指定主题的知识。 

 

概念和术语表 
应试者应在Blooms 1（知识），2（理解） 
 

 

 

主题区  描述  最多问

题 

CDEF  – 0  介绍  0 

CDEF  – 1  持续交付概念  6 

CDEF  – 2  持续交付文化  6 

CDEF  - 3  持续交付设计  5 

CDEF  - 4  持续集成  6 

CDEF  - 5  持续测试  6 

CDEF  – 6  持续部署  4 

CDEF  - 7  持续监控  3 

CDEF  - 8  基础设施和工具  2 

CDEF  - 9  安全  2 

● 持续交付的意义，目的和好处 
● 持续交付与DevOps之间的关系 
● 持续交付管道和管道阶段 
● 协作文化及其与持续交付的关系 
● DevOps的设计及其与持续交付的关系 
● 持续集成及其与持续交付的关系 
● 持续测试及其与持续交付的关系 
● 持续部署及其与持续交付的关系 
● 持续监控及其与持续交付的关系 
● 弹性基础设施和工具 
● DevOps Security及其与持续交付的关系 
● 持续交付与瀑布，敏捷和ITIL之间的关系 



 

候选人还应该熟悉以下术语和概念 
 

 

12要素应用 缺陷密度 
A / B测试 交付节奏 
行政测试 送货包裹 
敏捷软件开发 可测试性设计 
分析工具 被测设备（DUT）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 DevOps工具链 

API测试 分布式版本控制系统（DVCS） 

应用程序发布自动化（ARA
） 动态分析 

应用测试驱动开发（ATDD） 被测实体（EUT） 
被测应用程序（AUT） 失败率 
神器 假阴性 
工件存储库 假阳性 
自动缩放 功能切换 
积压 构架 
基于行为 玻璃盒 
黑盒子 门控提交 
蓝/绿测试 寻求目标的测试 
爆裂 灰盒 
金丝雀测试 GUI测试 
容量测试 水平缩放 
捕获重播 幂等 
基于变更的测试选择方法 基于图像的测试选择方法 
聊天操作 被测实施（IUT） 
CI回归测试 不变的基础设施 
透明盒 基础架构即代码 
云原生 基础设施测试 
聚类 基础架构即服务（IaaS） 
代码覆盖率 基于关键字 
代码审查 LoadRunner 
相容性测试 记录 
配置管理（CM） 长寿测试 

符合性测试 平均恢复服务时间（MTRS） 

货柜 合并 
连续交付阶段 指标 
持续部署 微服务 
持续集成CI 模拟对象 
连续监控CM 基于模型 



 

 

连续测试CT 多云 
康韦定律 被测对象（OUT） 
周期 编排 
仪表板 性能测试 
插入 平台即服务（PaaS） 
飞行前 测试工件存储库 
基于编程 测试活动 
回归测试 测试用例 
法规符合性测试 测试创建方法 
释放 测试驱动开发（TDD） 
发布验收标准 测试时间 
发布候选 测试环境 
发布管理 快速测试 
关联 测试框架 
可靠性测试 测试线束 
整治 测试层次 
休息 测试方法 
宁静的API 测试结果存储库 
机器人框架 测试结果基于趋势的测试选择方法 

回滚 测试角色和职责 

坚固的DevOps 测试脚本 
健全性测试 测试选择方法 
Scrum 考试时间 
安全测试 测试套件 
硒 测试趋势 
DevOps的七大支柱 测试类型 
左移 测试版本 
烟雾测试 三种方式 
肥皂 约束理论 
软件版本管理系统 工具链 
软件即服务（PaaS） 树干 
短跑 单元测试 
静态代码分析 可用性测试 
综合监测 判决 
记录系统 版本控制工具 
系统测试 瀑布 
被测系统（SUT） 水乱落 
基于标签的测试选择方法 白盒 
测试架构师 白名单 



 
 
 
 
 
 
 
 
 

 
 
 
 

 
 
 

DEVOPS 
术语表 

本词汇表仅供参考，因为它包含可能或可能无法审查的关键术语。 

 

 

 

 

 



 

 

 

  

DevOps术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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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定义  课程外观 

12要素应用程序设计  一种用于构建现代的，可伸缩的，可维护的软
件即服务应用程序的方法。  

持续交付架构 

两要素或两步身份验

证 
两要素身份验证（也称为2FA或TFA）或两步身
份验证是指用户提供两个身份验证因素时；通

常首先是密码，然后是第二层验证，例如发给

设备的文本短信，共享机密，物理令牌或生物

识别信息。  

Devsecops工程 

A / B测试  将EUT的不同版本部署到不同的客户，并让客
户反馈确定哪个是最好的。  

持续交付架构 

A3问题解决  一种结构化的问题解决方法，使用一种称为A3
问题解决报告的精益工具。 术语“ A3”代表历
史上用于报告的纸张尺寸（尺寸大致等于11“ x 
17”）。  

DevOps基金会 

访问管理  基于定义的标准（例如，映射角色），授予对

授权资源（例如，数据，服务，环境）的身份

验证访问权限，同时防止对资源的未授权身份

访问。  

Devsecops工程 

访问配置  访问供应是协调用户帐户，规则和角色形式的

电子邮件授权以及其他任务（例如供应与使新

用户进入系统或环境相关联的物理资源的供

应）的创建过程。  

Devsecops工程 

行政测试  该测试的目的是确定最终用户测试（EUT）是
否能够按预期处理管理任务。  

持续交付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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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流程  任何做出决定的人都必须向受到该决定有意义

影响的每个人以及对此事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寻

求建议。 尽管不必接受或遵循建议，但必须考
虑收到的建议。 建议过程的目的不是形成共识
，而是通知决策者，以便他们做出最佳决策。 
不遵循建议流程会破坏信任，并给业务带来不

必要的风险。  

Devsecops工程 

敏捷  一种用于复杂项目的项目管理方法，该方法将

任务划分为小的工作“冲刺”，并需要频繁地重
新评估和调整计划。  

认证的敏捷流程所有者，

认证的敏捷服务经理，站

点可靠性工程 

敏捷（形容词）  能够快速轻松地移动；协调良好。 能够快速思
考和理解；能够解决问题并有新想法。  

Devops[，Devsecops] 

敏捷教练  帮助团队掌握敏捷开发和DevOps实践；实现
高效的工作和协作方式。  

DevOps负责人 

敏捷企业  快速发展，灵活而强大的公司能够快速应对意

外的挑战，事件和机遇。  
Devops[，Devsecops] 

敏捷宣言  对价值和原则进行正式声明，以指导以迭代和

以人为中心的软件开发方法。 
http://agilemanifesto.org 

DevOps基金会 

敏捷投资组合管理  涉及评估飞行中的项目以及拟议的未来计划，

以塑造和管理对项目和全权委托工作的持续投

资。  CA的Agile Central和VersionOne就是
示例。  

站点可靠性基金会 

敏捷原则  敏捷宣言的十二项原则。   敏捷服务认证经理 

敏捷过程设计  敏捷服务管理（Agile SM）的方面，与开发人
员对软件开发的应用相同的敏捷方法用于流程

设计。  

敏捷服务认证经理 

敏捷流程改进  通过持续改进使敏捷价值与ITSM流程保持一致
的敏捷SM方面。  

敏捷服务认证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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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捷流程负责人  使用敏捷和Scrum原理和实践来设计，管理和
衡量单个流程的ITSM或其他类型的流程所有
者。  

DevOps基金会 

敏捷服务管理  确保ITSM流程反映敏捷价值的框架，并设计有
“足够多”的控制和结构，以便有效，高效地提
供服务，以在需要时以及如何按需促进客户结

果。  

敏捷服务认证经理 

敏捷服务管理工件 
流程积压，Sprint积压，燃尽图，流程增量  敏捷流程所有者认证 

敏捷服务管理事件  Sprint审查，Sprint回顾 [（）， 冲刺），
Sprint*，冲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敏捷流程所有者认证 

敏捷服务管理角色  流程所有者，流程改进团队（团队）和敏捷服

务经理。 另请参阅Scrum角色。  
敏捷流程所有者认证 

敏捷服务经理  操作等效于Dev的ScrumMaster。  IT组织中的
角色，了解如何利用敏捷和Scrum方法来改进
ITSM流程的设计，速度和敏捷性。  

DevOps基金会 

敏捷软件开发  一组软件开发方法，其中需求和解决方案通过

自组织，跨职能团队之间的协作发展。 通常使
用Scrum或可扩展敏捷框架方法来应用。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基础，DevSecOps工程 

亚马逊网络服务（

AWS） 

Amazon Web Services（AWS）是一个安全
的云服务平台，提供计算能力，数据库存储，

内容交付和其他功能，以帮助企业扩展和发

展。  

DevSecOps工程，站点可
靠性工程 

分析工具  根据分析方法和标准以有组织的方式处理和呈

现测试结果。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测试工程 

安东  系统使流水线工人有能力（而且还赋予他们权

力）在发现缺陷时停止生产并立即寻求帮助。  

持续交付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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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模式  通常重新发明但解决问题的方法较差。   DevOps基金会 

抗漏洞  抗脆弱性是系统的一种属性，由于压力，冲击

，波动，噪声，错误，错误，故障，攻击或故

障的结果，系统的抗衰老能力得以增强。  

DevOps Foundation，站
点可靠性工程 

API测试 
测试的目的是确定EUT的API是否按预期运行。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测试工程 

应用程序性能管理（

APM） 

APM是对软件应用程序的性能和可用性的监视
和管理。  APM努力检测和诊断复杂的应用程
序性能问题，以维持预期的服务水平。  

现场可靠性工程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 
一组协议，用于为特定的OS创建应用程序或作
为模块或应用程序之间的接口。  

Devops[，Devsecops]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测试 

  持续交付架构 

申请发布  该测试的目的是确定EUT的API是否按预期运
行。  

持续交付架构 

应用程序发布自动化

（ARA）或编排（
ARO） 

受控的连续交付管道功能，包括自动化（在提

交代码后释放）。  
持续交付架构 

应用测试驱动开发（

ATDD） 

受控的连续交付管道功能，包括自动化（代码

提交后发布），环境建模（端到端管道阶段以

及将应用程序二进制文件，程序包或其他工件

部署到目标环境）和发布协调（项目，日历和

调度管理，集成）变更控制和/或IT服务支持管
理）。  

持续交付架构 

应用测试  验收测试驱动开发（ATDD）是一种做法，整
个团队共同讨论示例的验收标准，然后在开发

开始之前将其提炼为一组具体的验收测试。  

持续交付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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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测应用程序（AUT）测试的目的是确定应用程序是否正在根据其要
求和预期行为执行。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测试工程 

建筑  计算机硬件，软件或两者结合的基本基础设

计。  

Devsecops工程 

神器  软件开发项目中的任何元素，包括文档，测试

计划，图像，数据文件和可执行模块。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基础，DevSecOps工程 

工件存储库  存储二进制文件，报告和元数据。 示例工具包
括：JFrog Artifactory，Sonatype Nexus。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基金会 

攻击路径  威胁可以利用一系列弱点来实现攻击者的目

标。 例如，攻击路径可能首先破坏用户的凭据
，然后在易受攻击的系统中使用该凭据升级特

权，而特权又又被用于访问受保护的信息数据

库，该数据库被复制到攻击者自己的服务器

上）。  

Devsecops工程 

审计管理  使用自动化工具来确保产品和服务是可审核的

，包括保留构建，测试和部署活动的审核日志

，审核配置和用户以及生产操作的日志文件。  

现场可靠性工程 

认证方式  验证断言身份的过程。 身份验证可以基于您知
道的信息（例如密码或PIN），拥有的信息（令
牌或一次性代码），您的身份（生物统计信

息）或上下文信息。  

Devsecops工程 

授权书  向用户授予角色访问资源的过程。   Devsecops工程 

自动开发  Auto DevOps通过自动配置软件开发生命周期
，将DevOps最佳实践带到您的项目中。 它会
自动检测，构建，测试，部署和监视应用程

序。  

现场可靠性工程 

自动缩放  在保持成本控制的同时，能够根据流量和容量

的变化自动，灵活地伸缩基础架构和缩小规

模。  

持续交付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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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回滚  如果在部署过程中检测到故障，则操作员（或

自动化过程）将验证故障并将失败的版本回滚

到以前的已知工作状态。  

现场可靠性工程 

可用性  可用性是系统处于运行状态并因此可供（用

户）使用的时间的比例。  
现场可靠性工程 

后门  后门绕过用于访问系统的常规身份验证。 其目
的是即使组织已纠正最初用于攻击系统的漏洞

，也仍可以授予网络罪犯将来访问系统的权

限。  

Devsecops工程 

积压  系统要求，通常以“用户故事”的形式表示为产
品待办事项的优先列表。 产品积压由产品负责
人优先处理，应包括功能，非功能和技术团队

生成的需求。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基金会 

基本安全卫生  一组通用的最低安全实践，必须毫无例外地应

用于所有环境。 实践包括基本的网络安全性
（防火墙和监视），强化，漏洞和补丁管理，

日志记录和监视，基本策略和实施（可以通过

“策略作为代码”方法来实施）以及身份和访问
管理。  

Devsecops工程 

批次大小  指单个代码版本中涉及的功能量。   DevOps负责人 

贝特森利益相关者地

图 
反映利益相关者对正在进行的计划的参与的工

具。  
DevOps负责人 

行为驱动开发（BDD
） 

通过模拟EUT的外部可观察输入和输出来创建
测试用例。   持续交付架构 

超越预算  示例工具：黄瓜。   DevOps负责人 

黑盒子 
一种超越命令和控制的管理模型，而朝着更加

授权和自适应的状态发展。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测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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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责的尸检  测试用例仅使用有关EUT外部可观察行为的知
识。  

现场可靠性工程 

爆炸半径  用于服务事件的影响分析。 当特定的IT服务失
败时，用户，客户以及其他相关服务也会受到

影响。  

现场可靠性工程 

蓝色/绿色测试或部署 使用两个标记为Blue和Green的环境将软件从
测试的最后阶段带到现场生产。 软件在绿色环
境中运行后，请切换路由器，使所有传入请求

都进入绿色环境-蓝色的请求现在处于空闲状
态。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测试工程 

虫子  软件中的错误或缺陷，导致意外或系统降级的

情况。  

Devsecops工程 

官僚文化  官僚组织可能会使用在危机中可能不够用的标

准渠道或程序（Westrum）。  

DevOps负责人 

燃尽图 
该图显示了剩余工作量随时间的变化。   DevOps基金会认证的敏

捷服务经理 

爆裂  根据需要添加公共云资源，以临时增加私有云

的总计算能力。  
持续交付架构 

商业案例  根据预期的商业利益为拟议项目或事业的理

由。  

DevOps负责人 

业务连续性  业务连续性是组织确保操作和核心业务功能不

会受到使关键服务脱机的灾难或计划外事件的

严重影响的能力。  

现场可靠性工程 

业务转型  改变业务运作方式。 实现这一目标意味着要改
变文化，流程和技术，以更好地使每个人围绕

执行组织的使命而团结一致。  

Devsecops工程 

商业价值  关键业务KPI的方法的好处。   DevOps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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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奏   
事件的流程或节奏。  

Devops[，Devops]，负
责人，Devsecops工程 

平静模型  Jez  提出John  Damon [DevOps]：]，[，]
，]，[DevOps约翰·威利斯，达蒙·爱德华
兹]））。 

DevOps基金会 

金丝雀测试  金丝雀（也称为金丝雀测试）是将代码更改推

送给少数自愿自愿进行任何测试的最终用户。 
与增量部署类似，它是一小部分用户群首先被

更新到新版本的地方。 该子集即金丝雀，然后
成为俗称的“煤矿中的金丝雀”。 如果出现问题
，则会回滚发行版，并且只会影响一小部分用

户。  

持续交付架构，站点可靠

性工程 

容量测试  该测试的目的是确定EUT是否可以处理预期的
负载，例如用户数量，会话数量，聚合带宽。  

持续交付架构 

捕获重播  通过捕获与EUT的实时交互来创建测试用例，
其格式可以由工具重播。 例如。 硒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测试工程 

萝卜  积极激励措施，用于鼓励和奖励期望的行为。   Devsecops工程 

目标链  Roman Pichler设计的一种方法，用于确保通
过产品开发过程在各个级别上都实现目标的链

接和共享。  

DevOps负责人 

更改  添加，修改或删除任何可能影响IT服务的内
容。  （ITIL®定义） 

Devops[，Devsecops] 

变更失败率 
度量失败/回滚更改的百分比。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基金会 

改变疲劳  对个人或团队对组织变革的冷漠或被动辞职的

一般感。  

Devsecops工程 

更改提前期  从更改请求到更改交付的时间度量。   DevOps基金会 

变革领导者发展模式  吉姆·坎特鲁奇（Jim Canterucci）的模式具
有五个级别的变革领导能力。  

DevOps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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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管理层  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控制所有变更的过程。  （
ITIL定义） 

Devops[，Devops]，负
责人，Devsecops工程 

变更管理（组织）  一种将个人，团队和组织从当前状态转移或转

移到当前状态的方法 
DevOps负责人 

基于变更的测试选择

方法 

所需的未来状态。 包括管理变更人员以实现所
需业务成果的流程，工具和技术。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测试工程 

混沌工程  根据将测试属性与构建中更改的代码的属性相

匹配的标准选择测试。  
现场可靠性工程 

章节负责人  在生产中的软件系统上进行实验的纪律，以便

对系统抵御动荡和意外情况的能力建立信心。  

DevOps负责人 

章节  Spotify模型中的班级经理负责传统的人员管理
职责，参与日常工作并提高个人和部门的能

力。  

DevOps负责人 

聊天操作  一小群人，他们具有相似的技能，并且在同一

部落的同一一般能力领域内工作。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基础，DevOps测试工程
，站点可靠性工程 

报到 
各章定期开会，讨论挑战和专业领域，以促进

共享，技能开发，重用和解决问题。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测试工程 

CI回归测试  一种管理技术和业务运营的方法（由GitHub创
造），涉及群组聊天和与DevOps工具的集成
的结合。 示例工具包括：Atlassian HipChat / 
Stride，Microsoft Teams，Slack。  

持续交付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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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盒 
将软件更改提交到系统版本管理系统的操作。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测试工程 

云计算  构建软件组件后立即运行的回归测试的子集。 
与烟雾测试相同。  

DevSecOps工程，站点可
靠性工程 

云原生  本机云应用程序（NCA）专为云计算而设计。 持续交付架构 

云蜂  Cloudbees是商业上受支持的专有自动化框架
工具，可通过提供企业级支持和附加功能与

Jenkins协同工作并对其进行增强。  

DevOps测试工程 

集群成本优化  诸如Kubecost，Replex和Cloudability之类
的工具使用监视来分析容器集群并优化资源部

署模型。  

现场可靠性工程 

集群监控  可让您了解在Kubernetes等群集中运行的部署
环境的运行状况的工具。  

现场可靠性工程 

聚类  一组计算机（称为节点或成员）作为群集一起

工作，这些群集通过充当单个系统的快速网络

连接在一起。  

持续交付架构 

代码覆盖率  通过计算测试执行的代码单元来衡量白盒测试

覆盖率。 代码单元可以是代码语句，代码分支
或通过代码模块的控制路径或数据路径。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测试工程 

代码质量  另请参阅静态代码分析，Sonar和
Checkmarks是自动检查代码质量的七个主要
维度的工具示例，这些维度包括注释，体系结

构，重复项，单元测试覆盖率，复杂性，潜在

缺陷，语言规则。  

现场可靠性工程 

代码库  开发人员可以在其上提交和协作其代码的存储

库。 它还跟踪历史版本，并可能识别同一代码
的冲突版本。 也称为“存储库”或“存储库”。  

Devsecops工程 

代码审查  软件工程师检查彼此的源代码以检测编码或代

码格式错误。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测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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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偏差  认知偏见是客观思维的局限性，它是由于人脑

倾向于通过个人经验和偏好过滤器来感知信息

：偏离规范或理性判断的系统模式。  

DevOps负责人 

合作  人们与他人共同努力实现共同的目标。   Devops[，Devsecops] 

合作文化  一种适用于每个人的文化，其中包含一种预期

的行为，语言和公认的相互合作的方式，这种

方式由领导层加强。  

持续交付架构 

相容性测试  测试目的在于确定和EUT是否与另一个EUT（例
如对等应用程序或协议）进行互操作。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测试工程 

配置管理  配置管理（CM）是一个系统工程过程，用于
建立和维持产品性能，功能和物理属性与其在

整个生命周期中的需求，设计和操作信息的一

致性。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基础，DevSecOps工程 

符合性测试 
该测试的目的是确定EUT是否符合标准。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测试工程 

约束  限制或约束；约束的东西。 另请参见瓶颈。   Devops[，Devsecops] 

容器  一种将软件打包为轻量，独立，可执行程序包

的方式，包括运行该程序以进行开发，运输和

部署所需的一切（代码，运行时，系统工具，

系统库，设置）。  

DevOps 基金会 ，德夫科
波普斯 

容器网络安全  用来证明可以在容器群集上与任何其他应用程

序一起运行的任何应用程序都可以确信，没有

其他应用程序的意外使用或它们之间没有任何

意外的网络流量。  

现场可靠性工程 

集装箱登记处  容器映像的安全和私有注册表。 通常，它允许
从构建工具轻松上传和下载图像。  Docker 
Hub，Artifactory，Nexus是示例。  

现场可靠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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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扫描  在为应用程序构建容器映像时，工具可以运行

安全扫描，以确保在代码交付环境中不存在任

何已知漏洞。  Blackduck，Synopsis，Synk
，Claire和klar就是例子。  

现场可靠性工程 

持续服务改进（CSI）  ITIL核心出版物之一，以及服务生命周期的一个
阶段。  

DevOps基金会 

（CD）  专注于确保软件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始终处于

可发布状态的方法。  
开发运营基金会，敏捷运

维基金会，敏捷运维基金

会认证的敏捷服务经理 

持续交付（CD）架构
师 

负责指导持续交付流程的实施和最佳实践的人

员。  
工程，DevOps测试工程 

连续交付管道  连续交付流水线是指分阶段对产品更改执行的

一系列过程。 在管道的开始处注入更改。 更改
可能是应用程序的代码，数据或图像的新版

本。 每个阶段都处理前一阶段产生的工件。 最
后阶段导致部署到生产。  

持续交付架构 

连续交付阶段  每个过程都在一个连续的交付管道中。 这些不
是标准的。 例如设计：确定实施变更；创建：
实施设计更改的未集成版本；整合：合并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基础课程，DevOps负责
人 

持续部署  一组实践，使通过自动测试的每个更改都可以

自动部署到生产中。  
持续交付架构 

连续流  将人员或产品从流程的第一步平稳地移动到最

后一步，而步骤之间的缓冲最少（或没有）。  
Devops[，Devsecops] 

连续的提高  基于Deming的“计划-执行-检查-行动”，该模
型可确保不断进行改进产品，流程和服务的工

作。  

Devops[，Devops]，负
责人，Devsecops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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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第一）次  一种开发实践，要求开发人员至少每天至少将

其代码合并到主干或精通，并在每次提交代码

时执行测试（即单元，集成和验收）。  

Devops[，Devops]负责
人 

持续集成工具  通过定期合并，构建和测试代码来提供即时反

馈循环的工具。 示例工具包括：Atlassian 
Bamboo，Jenkins，Microsoft VSTS / Azure 
DevOps，TeamCity。  

Devops[，Devops]负责
人 

[（CM）  这是与测试结果信息的日志记录，通知，警报

，显示和分析有关的一类术语。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测试工程 

* （CT） 
这是与在DevOps环境中测试和验证EUT有关的
一类术语。  

开发运维 

对话咖啡厅  对话咖啡厅是开放式的，可以在咖啡馆以及会

议和教室中进行对话，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聚

集在一起以了解我们的世界。  

基础，持续交付架构，

DevOps测试工程 

康威定律  设计系统受约束的组织必须生成设计，这些设

计是这些组织的通信结构的副本。  
DevOps负责人 

合作与竞争  关键的文化价值转向高度协作和合作，而不再

具有内部竞争力和分歧性。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负责人 

栈  商用现货解决方案  Devsecops工程 

关键成功因素（CSF）为了使IT服务，流程，计划，项目或其他活动
成功，必须发生的事情。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测试工程 

CSI寄存器  在整个生命周期中记录和管理改进机会的工具

（持续服务改进）。  
DevSecOps Engineering
的DevOps Foundation的
认证敏捷流程所有者，认

证的敏捷服务经理 



 

 

© DevOps Institute DevOps Master Glossary 14 

文化冰山  隐喻，可视化（在水面之上）和不可观察（在

水线以下）文化元素之间的差异。  
敏捷服务认证经理 

文化（组织文化）  有助于组织独特的社会心理环境的价值观和行

为。  

DevOps负责人 

累积流程图  累积流程图是用于敏捷软件开发和精益产品开

发的工具。 它是一个 
DevOps负责人 

当前状态图  区域图，描述了给定状态下的工作量，显示了

到达，排队的时间，排队的数量和出发。  

DevOps负责人 

客户可靠性工程师（

CRE） 

价值流图的一种形式，可以帮助您确定当前流

程的工作方式以及断开连接的位置。  
父亲可靠性工程 

周期 
当您学习SRE的原理和课程并将其应用于客户
时，您将获得CRE。  

Devops[，Devops]负责
人。 

·斯库姆  从开始工作到准备交付所需时间的量度。   Devsecops工程 

仪表板  每天15分钟或更短的计时活动，以便团队在
Sprint期间重新计划第二天的工作。  

DevOps基金会认证的敏
捷服务经理 

数据丢失保护（DLP）图形显示汇总的测试结果。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测试工程 

数据库可靠性工程师

（DBRE） 

防止从服务环境或组织内删除文件和内容的工

具。  
现场可靠性工程 

缺陷密度 
负责保持支持生产中所有面向用户的服务的数

据库系统平稳运行的人员。  

现场可靠性工程 

完成的定义  单元中发现的故障数每个KLOC＃个缺陷，每
个更改＃个缺陷。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测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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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节奏 
对增量必须实现的期望有共同的理解，才能将

其发布到生产中。  （Scrum.org） 

DevOps基金会，敏捷运
营负责人，敏捷流程负责

人，敏捷服务经理 
送货包裹 

分娩的频率。 例如。 每天，每周等的＃次交
付。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测试工程 

戴明周期  打包用于部署的一组发布项目（文件，图像

等）。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测试工程 

依赖防火墙  许多项目依赖于可能来自未知或未验证提供商

的软件包，从而引入了潜在的安全漏洞。 有一
些工具可以扫描依赖项，但这是在它们下载之

后进行的。 这些工具可防止从一开始就下载这
些漏洞。  

现场可靠性工程 

依赖代理  对于许多组织而言，希望为经常使用的上游映

像/包提供一个本地代理。 在CI / CD的情况下
，代理负责接收请求并从注册表中返回上游映

像，充当拉入式缓存。  

现场可靠性工程 

依赖扫描  用于在开发和测试应用程序时自动在依赖项中

查找安全漏洞。  Synopisis，Gemnasium，
Retire.js和bundler-audit是该领域中流行的工
具。  

现场可靠性工程 

部署方式  将特定版本的软件安装到给定的环境中（例如

，将新的版本推广到生产环境中）。  
Devops[，Devsecops] 

可测试性设计 
EUT设计具有使其能够被测试的功能。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测试工程 

设计原则  设计，组织和管理DevOps交付运营模型的原
则。  

DevOps负责人 

开发人员  参与软件开发活动的个人，例如应用程序和软

件工程师。  
Devops[，Devsecops] 

[ （开发）  负责为EUT开发变更的个人。 备选：参与软件
开发活动的人员，例如应用程序和软件工程

师。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测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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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测试  确保开发人员的测试环境可以很好地代表生产

测试环境。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测试工程 

被测设备（DUT）  被测设备是设备。 例如。 路由器或交换机正在
测试中。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测试工程 

开发运维  一种文化和专业运动，它强调软件开发人员与

IT运营专业人员之间的沟通，协作和集成，同
时使软件交付和基础架构变更的过程自动化。 
它旨在建立一种文化和环境，使构建，测试和

发布软件的过程可以快速，频繁且可靠地进

行。 ”（资料来源：维基百科） 

DevSecOps工程 
[DevOps基金会] DevOps

Devops教练  帮助团队掌握敏捷开发和DevOps实践；实现
高效的工作和协作方式。  

DevOps负责人 

DevOps基础架构  [-德沃普] CT、CMCTCM，和和CI，CD。 工
具。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测试工程 

德沃普 · 凯森  Kaizen是日语单词，紧密地翻译为“为了更好
而改变”，这种不断改进的想法（无论大小）涉
及所有员工并跨越组织边界。 达蒙·爱德华兹
（Damon Edwards）的DevOps Kaizen显示
了进行小规模的增量改进（小J值）如何长期改
善生产率。  

DevOps负责人 

Devops管道 
构成DevOps基础架构的整套互连过程。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测试工程 

德沃普斯  显示整个组织内DevOps采用率以及对交付速
度的相应影响的指标。  

现场可靠性工程 

DevOps工具链  支持从概念到价值实现的DevOps持续开发和
交付周期所需的工具。  

[，Devops]，基础，
Devsecops[，Devops]测
试工程 

开发安全  一种“每个人都对安全负责”的心态，其目标是
在不牺牲所需安全性的前提下，将安全决策快

速，大规模地分发给拥有最高级别上下文的人

员。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基础，DevSecOps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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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版本控制系统

（DVCS） 

软件修订版本存储在分布式修订版本控制系统

（DRCS）中，也称为分布式版本控制系统（
DVCS）。  

持续交付架构 

 
 
非军事区（非军事

区） 

网络安全用法中的 DMZ 是公共 互联网和内部保
护资源之间的网络区域。任何需要外部公开的应

用程序、服务器或服务（包括 API）通常放置在 
DMZ 中。并行有多个 DMZ 的情况并 不少见。 

 
 
 
vSecOps 工程 

 
 
动态分析 

动态分析是测试应用程序，通过实时执行数据，目

的是在应用程序运行期间检测缺陷，而不是通过脱

机重复检查代码。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动态应用程序安全测

试 （DAST） 
一种针对生成代码运行的测试类型，用于测试公

开的接口。 

 
DevSecOps 工程 

 
茄子 

企业应用程序的自动化 功能和回归测试。由测试
工厂许可。 

 
DevOps 测试工程 

 
 
 
弹性基础设施 

弹性是云计算中常用的术语，用于描述 IT 基
础架构在不妨碍或危及其危害的情况下快速

扩展 或削减容量和服务的能力 
基础设施的稳定性、性能、安全性、治理或

合规性协议。 

 
 
 
连续交付架构 

 

电梯间距 

用于快速简单地定义流程、产品 、服务、组织
或事件及其价值主张的简短摘要。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 

 

经验过程控制 

过程控制模型，其中决策基于观察和实验（而不

是详细的向上规划）和决策基于已知内容。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 

 
 
enps 

员工净促进者分数 （eNPS） 是组织衡量员工忠
诚度的一种方式.净促进者分数最初是客户服务工
具，后来在 内部用于员工而不是客户。 

 
 
DevOps 基金会，
DevOps 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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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测试的实体 （
EUT） 

这是一个术语类，它指的是正在测试的实体类型

的名称。 
这些术语通常缩写为"x"表示正在测试的实体类型
的窗体xUT。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史诗  大量的工作，由许多用户的故事，有一个共同的

目标。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 

 
 
埃里克森（心理社会发

展阶段） 

Erik Erikson（1950年，1963年）提出了一个心理
社会发展的心理分析理论，包括从婴儿期到成年的

八个阶段。在每个阶段，患者都经历一场心理社会

危机，这种危机对人格发展有积极或消极的结果。 

 
 
 
DevSecOps 工程 

 

错误预算 

错误预算提供了一个清晰、客观的指标，用于确定

服务在特定时间段内不可靠。 
 
站点可靠性工

程 

 

错误预算策略 

错误预算策略枚举团队在特定时间段中用尽特定

服务的错误预算时采取的活动。 
 
站点可靠性工

程 

 
错误 跟踪 

轻松发现和显示应用程序可能生成的错误以及 
关联数据的工具 。 

站点可靠性工

程 

外部自动化  旨在减少辛劳的服务外的脚本和自动化。  站点可靠性工

程 

 
早失败 

DevOps 原则，指的是在开发和交付管道中尽早
发现关键问题的偏好。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经常失败 

DevOps 原则，强调优先尽可能快且经常发现关
键问题。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故障率 

 

单位时间未判决。 

DevOps 基础， 连续的
Deliv ery 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假阴性 

当 EUT 实际通过测试的目的时，测试错误地报告"
失败"的判断。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误报 

当 EUT 实际上未能达到测试目的时，测试错误
地报告了"通过"的判断。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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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切换 

使用软件交换机隐藏或激活功能的做法。这 可实
现与选定的利益干系人持续集成和测试功能。 

DevOps 基础、连续交
付架构、DevOps 测试
工程 

 
 
 
联合标识 

用于访问各种应用程序、系统 和服务的中心标识
，但特别偏向基于 Web 的应用程序。此外，通
常被引用为"身份服务"（IDaas）。任何可以在多
个站点上重复使用的标识，特别是通过 SAML 或 
OAuth 身份验证我chanisms。 

 
 
 
DevSecOps 工程 

 
 
消防钻头 

计划中的故障 测试过程侧重于 实时服务的操作，
包括服务故障测试以及通信、文档 和其他人为 因
素测试 。 

 

站点可靠性工

程 

 
流 

人员、产品或信息如何通过流程移动。流是"三种
方式"的第一方式。 

DevOps 基金会， 
DevOps 领导者， 
DevSecOps 工程 

 
价值流 

显示端到端价值流的地图 形式。此视图通常
在企业中不可用。 

 
DevOps 领导者 

 
框架 

用于插入工具的骨干。启动自动任务，从自动任

务中收集结果。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 工程 

 
 
自由和责任 

一个核心的文化价值，与自我管理的自由（如

DevOps提供）来的责任是勤奋，遵循建议的过
程，并取得成功和失败的所有权。 

 
 
DevSecOps 工程 

频率  应用程序发布之次。  DevOps 领导者 

功能测试  测试以确定服务的功能操作是否如预期的那样。  站点可靠性工

程 

 

未来状态图 

一种价值 流图形式，可帮助您开发和传达目标结
束状态的外观以及如何处理必要的更改。 

 

DevOps 领导者 

 

模糊 

模糊或模糊测试是一种自动软件测试实践，将无

效、 意外或随机数据输入应用程序。 
 

DevSecOps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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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控提交 

定义并取得所有 CD 管道阶段之间促进的更改标
准的共识，例如：开发到 CI 阶段/CI 到打包/交付
阶段/ 交付到部署/生产阶段。 

 

连续交付架构 

 
 
 
生成（DevOps）
文化 

在生成组织中，通过与特派团的识别进行一致性。

个人"购买"他或她 应该做什么，它对结果的影响。
生成组织往往在任何方面积极主动地将信息收集给

合适的人。必要。（韦斯特鲁姆） 

 
 
 
DevOps 领导者 

 

基因性 

一种文化观点，其中 长期成果是首要重点，这反
过来又推动投资与合作，使一个组织能够取得这些

成果。 

 

DevSecOps 工程 

 
玻璃+盒子 

与透明 +框测试和白色 +框测试相同。  连续交付 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全局流程所有者 

负责监督单个全局流程的流程所有者。全局流程所

有者（可能驻留在 SMO 中）可以监督一个或多个
区域流程经理。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 

 
 
目标=寻求测试 

测试的目的是确定 EUT 的性能边界，使用增量应
力，直到 EUT 达到最佳性能。例如，确定可以处
理的最大吞吐量，而不会出错。 

 

连续交付弧线，

DevOps 测试工程 

 
黄金圈 

Simon Sinek 的模型强调在关注"什么"和"如何"之
前对业务的"原因"的理解。 

 
DevOps 基金会 

 
黄金图像 

虚拟机 （VM）、虚拟桌面 、服务器或硬盘驱动
器的模板。（技术目标） 

 
DevSecOps 工程 

 
戈勒曼的六种领导风

格 

丹尼尔·戈勒曼（2002年）创立了六种领导风格，
在他的研究中发现，领导者在任何时间都使用这

些 风格之一。 

 

DevOps 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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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风险管理和合规 
（GRC） 

一个软件平台，用于集中治理、 合规性和风险管
理数据，包括策略、合规性要求、漏洞数据 ，有
时还包括资产清单、业务连续性计划等。从本质

上讲，是用于安全治理的专用文档和数据存储

库。或专门从事 IT/安全治理、风险管理和合规活
动的团队。最常见的是 n技术业务分析师 资源。 

 
 
 
 
 
DevSecOps 工程 

 
灰色+框 

测试用例对 EUT 的内部设计结构了解有限。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GUI 测试 

测试的目的是 确定图形用户界面是否按预期运
行。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行会 

一个"兴趣社区"团体，欢迎任何人，通常 跨越整
个组织。 类似于实践 社区。 

 
DevOps 基金会，
DevOps 领导者 

 
手关 

将特定任务的责任从一个个人或团队转移到另一

个个人或团队的过程。 
DevOps 基金会，
DevOps 领导者 

 
 
 

硬化 

通过删除或禁用不必要的软件、更新到已知良好的

操作系统版本、将网络级访问限制为仅所需访问、

配置日志记录以捕获警报、进行适当的访问管理和

安装适当的安全工具，保护服务器或基础结构
环境的安全。 

 
 
 

DevSecOps 工程 

 

头盔图表注册表 

头盔图表是描述相关库伯内特资源的方式。工件 
和代码新鲜 支持用于维护赫尔 姆图表的主记录的
注册表。 

 
站点可靠性工

程 

遗产可靠性工程师 
（HRE） 

将 SRE 的原则和实践应用于旧版应用程序和环
境。 

站点可靠性工

程 

 
 
高信任文化 

具有高度信任文化的组织鼓励良好的信息流、跨职

能协作、分担责任、从失败中学习和新想法。 
 
 
DevOps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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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缩放 

计算资源 可扩大规模，以增加处理量。例如，添
加更多计算机并并行运行更多任务。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幂等 

CM 工具（例如，Puppet、Chef、Ansible 和 
Salt）声称它们"幂等"，允许将服务器所需的状态
定义为代码或声明，并自动执行必要的步骤，以

一致实现定义的状态时间— 之后after-时间。 

 
 
连续交付架构 

 

身份 

数字系统识别的人 、设备或两者的组合的唯一名
称。也称为"帐户"或"用户"。 

 

DevSecOps 工程 

身份和访问管理 （
IAM） 

确保合适的人有权获得技术资源的政策 、程序和
工具。 

 
DevSecOps 工程 

服务身份（IDAAS）  通过云或 订阅提供的身份和访问管理 服务。   
DevSecOps 工程 

 
基于图像的测试选择 方
法 

生成映像是预先分配的测试用例。通过匹配生成

生成的映像更改，为生成选择测试用例。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沉浸式学习 

一种学习方法 ，指导团队进行辅导和实践，帮助他
们以新的方式学习工作。 

 
DevOps 领导者 

 

变 

不可变对象是在创建其状态后无法修改其状态的

对象。反义词是一个可变对象，可以在创建后 修
改。 

 
连续交付架构 

 
 
不可更改 的基础架
构 

而不是实例化实例化实例（服务器、容器等），

错误-容易，耗时-耗时的补丁和升级（即突变）
，将其替换为另一个实例，以引入更改或确保正

确的行为。 

 

连续交付架构，现场可

靠性工程 

 

障碍 

 
任何阻止团队成员尽可能高效地完成工作的事情。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 、经过认证的敏捷
服务经理、DevOps 基
金会 

 
障碍（Scrum） 

任何阻止团队成员尽可能高效地完成工作的事情。  敏捷服务管理，DevOps基
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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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 测试的实现  EUT 是一个 软件实现。例如，正在测试嵌入式程
序。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改进卡塔 

一种结构化的方式，创造一种不断学习和改进的

文化。（在日本企业中，Kata 的想法是以"正确"
的方式做事。组织的文化可以通过其一致的角色

建模、教学和辅导来将其描述为其 Kata。 

 
 
 
DevOps 基金会 

 

激励模型 

旨在激励员工完成任务 以实现目标的系统。系统
可能会对动机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DevSecOps 工程 

 

事件 

IT 服务的任何计划外中断或 IT 服务质量降低。 
包括中断或可能中断服务的事件。（ITIL 定义）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事件 管理 

尽快恢复正常服务操作的过程，以最大限度地减

少业务影响 ，并确保保持商定的服务质量级别。
（ITIL 定义）。涉及捕获服务事件的谁、什么、
何时发生，以及继续使用此数据以确保服务级别

目标得到满足。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Engineering
， 现场可靠性工程 

 
 
事件响应 

处理和管理安全漏洞或攻击的后果（也称为事

件）的有组织的方法。目标是以限制损害和减少

恢复时间和 成本的方式处理这种情况。 

 

DevSecOps 工程，现场可
靠性工程 

 
增量 

可能可交付完成的工作是冲刺 （Sprint） 的结
果。 

经过认证的敏捷服务经理，

DevOps 基金会 

 
 
 
增量推出 

增量部署意味着对服务部署许多小型的渐进式更

改，而不是一些大型更改。用户将逐渐移动到服

务的新版本，直到最终所有用户都跨移动。有时

由 colored 环境（例如蓝色/绿色部署）引用。 

 
 
 
站点可靠性工

程 



 

 

 

© DevOps Institute DevOps Master Glossary 24 

 
 
 
基础 设施 

开发、测试、交付、监视和控制或支持 IT 服务所
需的所有硬件、软件、网络、设施等。术语 IT 基
础结构包括所有信息技术，但不包括相关人员、

流程和文档。（ITIL 定义）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基础架构作为代

码 
使用代码（脚本）来配置 和管理基础结构的做
法。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基础设施测试 

测试的目的是验证 EUT 操作的框架。例如，验证
目标环境中的特定操作系统 实用程序功能。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基础设施=作为+服务-  
（IaaS） 

按需访问可配置计算资源的共享池。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集成开发环境 （
IDE） 

集成开发环境 （IDE） 是一个软件套件，它整合
了开发人员编写和测试软件所需的基本工具。通

常，IDE 包含代码编辑器、编译器或解释器以及 
开发人员通过单个图形用户界面 （GUI） 访问的
调试器。IDE 可能是独立应用程序，也可以包含在
一个或多个现有和兼容的应用程序中。（技术目

标） 

 
 
 

 
DevSecOps 工程 

集成开发环境 （
IDE） "lint" 检查 

Linting 是运行一个程序的过程，该程序将分析代
码的潜在错误（例如，格式差异、不遵守编码标

准和约定、逻辑错误）。 

 
 
DevSecOps 工程 

 
物联网 

通过基于 Web 的无线服务连接到 Internet 并可
能相互的物理设备网络。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内部自动化  脚本 和自动化作为服务的一部分提供，旨在减少
辛劳。 

站点可靠性工

程 

 
投资 

Bill Wake 创建了一个半音，以提醒高质量的用
户故事的特征。 

认证敏捷服务经理 

ISO 31000  提供风险管理原则和通用准则的一系列标准。  DevSecOps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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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IEC 20000 

IT 服务管理的国际标准。ISO/IEC 20000 用于审
核和认证服务 管理功能。 

 

DevOps 基金会 

 
问题管理 

在整个软件开发生命周期中捕获、跟踪和解决 
Bug 和问题的过程。 

 
DevSecOps 工程 

 
 
IT 基础设施库 （
ITIL） 

用于 IT 服务管理的最佳实践出版物集。出版于一
系列五本核心书籍，代表 IT 服务生命周期的各个
阶段，这些阶段包括：服务策略、服务设计、服务

转型、服务运营和持续服务改进。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 

IT 服务  从 IT 组织提供给客户的服务。  DevOps 基金会 

IT 服务管理 （ITSM）  实施和管理满足业务需求的高质量 IT 服务。（ITIL 
定义）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站点可靠性工程 

itest  由 Spirent 通信公司许可用于创建自动测试用例的
工具。 

DevOps 测试工程 

 
 
 
Itil 

用于 IT 服务管理的最佳实践出版物 集。以一系列
五本核心书籍出版，这些核心书籍代表了 IT 服务
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包括：服务策略、服务设

计、服务转型、服务运营和持续服务改进。 

 

经过认证的敏捷服务经理 
，DevOps基金会，站点
可靠性工程 

 
 
 
詹金斯 

詹金斯是一个免费软件工具。它是最流行的主自动

化框架工具，特别是对于连续集成任务自动化。

Jenkins 任务自动化围绕时分 流程进行。许多测试
工具和其他工具提供插件，以简化与 Jenkins 的集
成。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改善  持续改进的实践。  DevOps 基金会 

 
看板 

以可 管理的速度将工作流程拉向流程的工作方
法。 

经过认证的敏捷服务经理，

DevOps 基金会 

看板  帮助团队组织、可视化和管理工作的工具。  DevOps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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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普曼戏剧 三角 

戏剧 三角是人类互动的社会模式。三角形映射了
冲突中的人之间可能发生的破坏互类型。 

 

DevOps 领导者 

 
关键指标 

用于帮助管理流程、IT 服务或活动进行测量 和报
告。 

DevOps 基金会，
DevOps 领导者 

 
关键性能指标 

用于衡量关键成功因素成就的关键指标。KPI 是
关键成功因素的基础，以百分比衡量。 

经过认证 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认证敏捷服务经

理 

 
关键性能指标 （
KPI） 

用于衡量关键成功因素成就的关键指标。KPI 是
关键成功因素的基础，以百分比衡量。（ITIL 定
义） 

DevOps 基金会认证 Ag ile 
服务经理 

 
关键字=基于 

测试用例使用引用可用于测试的程序的预定义

名称创建。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知识 管理  确保正确信息 在正确的时间传递到正确地点或人
员的过程，以便做出明智的决策。 

德沃普 
基金会， DevSecOps 工
程 

已知错误  记录的根本原因和解决方法有问题。（ITIL 定义）  DevOps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科尔布的学习风格 

大卫·科尔布于1984年出版了他的学习风格模型;他
的体验式学习理论 在两个层次上起作用：一个 四
个阶段 的学习周期和四个独立的学习 风格。 

 

DevOps 领导者 

 

科特的双操作系统 

John Kotter 描述了对双操作系统需求，该系统将
网络的创业能力与传统 层次结构 的组织效率相结
合。 

 
 
DevOps 领导者 

 

 
库贝内德斯 

Kubernetes 是一个用于自动化应用程序部署、扩
展和管理的开源容器编排系统。它最初由 谷歌设计
， 现在由云本机计算基金会维护。 

 
 
站点可靠性 工
程师g 

库布勒-罗斯变化曲线  描述和预测个人和组织对重大变化的反应阶段。   
DevOps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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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作为=a-
服务 （LaaS） 

云计算服务类别，提供实验室 ，使客户无需构建
和维护实验室基础设施的复杂性即可测试应用程

序。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拉卢克斯 （文化模
型） 

弗雷德里克·拉卢克斯创造了一个理解组织文化的
模型。 

DevSecOps 工程 

 
 
延迟 

延迟是通信消息时发生的延迟，时间 
消息在接收初始请求（例如服务器接收请求）和客

户端接收响应 之间 "按线"进行。 

 
 
站点可靠性工

程 

 

系统思维定律 

彼得·森格在他的著作《第五条学科》中概述了11
条法律将有助于理解商业系统，并确定解决复杂 
业务问题的行为。 

 
 
DevOps 领导者 

 
精 益 

生产理念，专注于减少浪费和改善流程流程，提高

整体客户价值。 
 
DevOps 领导者 

精益（形容词）  备用的，经济实惠的。缺乏丰富或 富足。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精益（生产） 

生产理念，专注于减少浪费和改善流程流程，提高

整体客户价值。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精益画布  精益画布是一个 1 页的商业计划模板。  DevOps 领导者 

 
精益企业 

战略性地将精益生产背后的关键理念应用于整个

企业的组织。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精益 

将精益 生产背后的关键理念应用于 IT 产品和服务
的开发和管理。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精益制造  精益生产理念主要源自丰田生产系统。  DevOps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精益 产品开发  精益产品开发（LPD）利用精益原则来迎接产品开
发的挑战。 

 
DevOps 领导者 

 

精益六西格玛 

通过消除"浪费"和减少 "缺陷"，将精益制造和六西
格玛的概念相结合的管理方法。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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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创业 

用于以最有效的方式开发业务或产品的系统，以

降低故障风险。 
 
DevOps 领导者 

 

精益思维 

精益思维的目标是以更少的资源、更少的浪费为客

户创造更多的价值。废物被视为任何不增加工艺价

值的活动。 

 
认证敏捷服务经理 

 

许可证扫描 

使用 Blackduck 和 概要等工具，检查依赖项的
许可证是否与您的应用程序兼容， 并 批准或将
其列入黑名单。 

 
站点可靠性工

程 

 
 
小定律 

约翰·利蒂的一个定理指出，固定系统中客户的
长期平均L L数等于长期平均有效到达 
速率= 乘以客户在系统中花费的平均 W 时间。   

 
 
DevOps 领导者 

 
负载运行器 

用于测试应用、测量系统行为和负载下 性能 
的工具。由惠普 授权。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日志 

详细情况的序列化报告，如测试活动和 
EUT 控制台 日志。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日志管理 

用于管理和便利生成、传输、分析、存储、存档

和最终处置在信息系统 内创建的大量日志数据的
集体流程和政策。 

 
 
DevSecOps 工程 

 
 
测 井 

捕获、聚合和存储与系统性能相关的所有日志，

包括但不限于进程调用、事件、用户数据、响

应、错误或状态代码。洛斯塔什和纳吉奥是受欢

迎的例子。 

 
 
站点可靠性工

程 

逻辑炸弹（渣码）  满足编程条件时用于对系统造成伤害的 一串 
恶意代码 。 

 
DevSecOps 工程 

 
长寿测试 

测试的目的是确定整个系统是否长时间按预期运

行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机器学习  使用从数据中学习的算法的 数据分析。  DevOps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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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 软件 

一种程序，旨在访问计算机系统，通常为某些第

三方的利益，未经用户许可 
 

DevSecOps 工程 

多重 身份验证  使用至少 2个因素进行身份验证的做法。这两   
个因素可以是同一类的。 

 
DevSecOps 工程 

部署之间的平均时间 
用于测量部署频率。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平均故障之间的时间 （
MTBF） 

CI 或 IT 服务可以不间断地执行其商定功能的平均
时间。通常用于测量可靠性。从 CI 或服务开始工
作到失败（正常运行时间）的测量。（ITIL 定义）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检测缺陷平均时

间 （MTTD） 

 

检测故障组件或设备所需的平均时间。 

连续交付架构、DevOps 
基础、DevSecOps 工
程、现场可靠性工程 

平均发现时间  漏洞或软件错误/缺陷在识别之前存在多长
时间。 

DevSecOps 工程 

 
平均修补时间 

发现漏洞后，将修补程序应用于环境需要多长时

间。 
 
DevSecOps 工程 

 
平均维修 时间 （MTTR
） 

修复故障组件或设备所需的平均时间。MTTR 
不包括恢复或恢复服务所需的时间。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平均分辨率时间 （
MTTRe） 

生产影响问题 需要多久才能解决。  DevSecOps 工程，现场可
靠性工程 

 
平均恢复服务时

间 （MTRS） 

用于测量从 CI 或 IT 服务发生故障到完全还原并
交付其正常功能（ 停机时间）的时间。通常用于
测量可维护性。（ITIL 定义）。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现场
可靠性工程 

 
心理模型 

心理模型是解释某人在现实世界中如何思考某事

的思维过程。 
 
DevOps 领导者 

 
合并 

将软件集成在一起的操作将一起转换为软件版

本管理系统。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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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 

用于帮助管理 流程、IT 服务或活动进行测量和报
告。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指标 

这是一类与用于监视产品或基础结构运行状况的

测量相关的术语。 
连续交付 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微服务 

一种软件体系结构，由通过 API 交互的小型模块
组成，可以在不影响整个系统的情况下进行更

新。 

 

DevOps 基金会 

心态  一个人通常的态度 或精神状态就是他们的心态。  DevOps 领导者 

最低关键活动  必须执行的活动，以提供符合给定流程的证据。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 

 
最低可行产品 

大多数 最简码的产品版本 ，可以发布，仍然提   
供足够的价值，人们愿意使用它 。 

经过认证的敏捷服务经理，

DevOps 基金会，DevOps 
领导者 

 
 
模拟对象 

模拟是一种以受控方式模拟真实方法 /对象行为
的方法/对象。模拟对象用于单元测试。通常，测
试下的方法调用其中的其他外部服务或方法。这

些称为依赖项。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模型 

系统、流程、IT 服务、CI 等的表示，用于帮助理
解或预测未来行为。在流程上下文中，模型表示

用于处理特定类型的事务的预定义步骤。 

 
 
DevSecOps 工程 

 
模型=基于 

测试用例自动派生自受测试实体的模型。示例工

具： 三centus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监测 

使用硬件或软件组件来监视系统 资源和计算机服
务的性能。 

站点可靠性工

程 

 
监控工具 

允许 IT 组织识别特定发布的特定问题并了解对最
终用户的影响的工具。 

 
DevOps 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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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 

如果软件系统具有单一的体系结构，则称为"整
体"，其中功能上可区分的方面（例如数据输入
和输出、数据处理、错误处理和用户界面）都

是交织在一起的，而不是包含体系结构上独立

的组件的 than。 

 
 
 
连续交付架构 

多重 身份验证  使用 2 个或更多因素进行身份验证 的做法。     
常与 2 因素身份验证同义。 

 
DevSecOps 工程 

 
多云-cloud 

多云DevOps 解决方案提供- 对开发和测试
环境的按需多租户访问。 

连续交付架构 

网络可靠性工程师 
（NRE） 

应用可靠性工程 方法测量和自动化网络可靠性的
人。 

站点可靠性工

程 

 

神经可塑性 

描述大脑形成和重组突触连接的能力，特别是在

对学习、经验或 受伤后的反应。 
 

DevOps 领导者 

神经  大脑和神经系统的研究。  DevOps 领导者 

 

非功能 性要求 

指定可用于判断系统操作的标准的要求，而不是

用于判断 特定行为或功能（例如可用性、可靠
性、可维护性、可支持性）;系统的质量。 

 
 
DevOps 基金会 

 

非功能测试 

定义为一种服务测试，用于检查软件服务的性能 、
可用性和可靠性等非功能性方面。 

 
站点可靠性工

程 

正在测试的对象 （
OUT） 

EUT 是一个软件对象或对象类。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目的  过程的目标或 目标。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 

 

可观 

可观察性侧重于尽可能多地外化有关整个服务的

数据，使我们能够推断该服务的当前状态。 
 
站点可靠性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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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话中 

即用电话意味着有人在设定的时间段内 有空， 并
准备在适当紧迫的时间内对生产事件做出响应。 

 

站点可靠性工

程 

 
开源 

软件及其 源代码一起分发，以便最终用户组织和
供应商可以出于自己的目的对其进行修改。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运营级别协议  IT 服务提供商与同一组织的另一部分 之间的协
议。（ITIL 定义）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 

 
 
 
操作（操作） 

参与部署和管理质量保证分析师、发布经理、系

统和网络管理员 、信息安全干事、IT 运营专家
和服务台分析员等系统和服务所需的日常业务活

动的个人。 

 
 
连续交付架构 

 
运营 管理 

执行在商定的级别交付和支持 IT 服务和支持     
IT 基础结构所需的日常 活动的功能。 （ITIL） 

 

DevSecOps 工程 

 
 
 
老年 退休金 计划 

参与部署和管理质量保证分析师、发布经理、系

统和网络 管理员、信息安全干事、IT 运营专家
和服务台分析员等系统和服务所需的日常业务活

动的个人。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编排 

一种构建自动化的方法， 它将多个工具连接或"协
调"在一起，形成工具链。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组织文化 

共同的价值观、假设、信念和规范体系，将组织成

员团结在一起。 
 
DevOps 领导者 

组织模型  对于 DevOps，一种为 Spotify 的小队方法进行
模型化的方法，用于组织 IT。 

DevOps 领导者 

组织 变革  努力调整组织内人类的行为，以满足新的结构、

流程或 要求。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操作系统虚拟化 

一种将服务器拆分为多个分区（称为"容器"或"虚
拟环境"）的方法，以防止应用程序相互干扰。 

 

DevOps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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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预期结果或实际结果。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输出 

流程活动（如信息、计划、文档、记录、报告等）

产生的交付成果。 
经过认证的 敏捷流程所
有者 

 
 
包注册表 

软件包、工件及其相应元数据的存储库。可以存

储组织本身或第三方二进制文件生成的文件。文

物和连结是最流行的。 

 

站点可靠性工

程 

 
页面 

作为 CI/CD 管道的一部分自动创建支持 网     
页的内容。 

站点可靠性工

程 

补丁  旨在解决（缓解/补救）错误或弱点的软件更新。  DevSecOps 工程 

修补程序管理  识别和实施修补程序的过程。  DevSecOps 工程 

 
病理文化 

病理文化往往把信息视为个人资源，用于政治权

力斗争(（Westrum）。). 
DevOps 领导者，站点
可靠性工程 

 

渗透测试 

对计算机系统进行的授权模拟攻击，该攻击可寻

找安全漏洞，从而可能访问系统的功能和数据。 
 

DevSecOps 工程 

人员变动  专注于改变员工的态度、行为、技能或绩效。  DevOps 领导者 

 

性能测试 

测试的目的是确定 EUT 满足其系统性能标准，或确
定 系统的性能能力。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计划 

正式的、经过批准的文档，用于描述实现结果所

需的功能和资源。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 

 
 
计划-执行检查-行为 

 
流程管理和改进的四阶段周期由 W. Edwards 
Deming 负责。有时称为德明周期或 PDCA。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认证敏捷服务 
DevOps 基础经理， 
DevSecOps 工程 

 

平台=作为+a服务 
（PaaS） 

云计算服务类别，提供一个平台，使客户能够开

发、运行和管理应用程序，而无需构建和维护基

础设施的复杂性。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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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件 

业务流程-工具和其他工具之间的预编程集成。例
如，许多工具提供插件来与 Jenkins 集成。 

连续交付 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政策 

正式文档，根据组织作为其操作的一部分可能或

可能不会做什么来定义边界。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政策 

描述 服务提供商的总体意图和方向的正式文件，如
高级管理层所表达的那样。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 

 
 
 

 
策略作为代码 

安全原则和概念可以在代码（例如软件、配置管

理、 自动化）中阐明，这一概念足以大大减少了
对广泛传统策略框架的需要。标准和准则应在代

码和配置中实施，在合规性、差异 或可疑违规行
为方面自动实施和自动报告。 

 
 
 

 
DevSecOps 工程 

 
实施后审查 （PIR） 

实施变更或项目后进行的审查，以评估更改是否 
成功和改进机会。 

经过认证的敏捷服务经理，

DevOps 基金会 

可能可发货的产品  增加"完成"的工作，如果这样做有意义，可以被
释放。 

经过认证的敏捷服务经理，

Devops 基金会 

 

飞行前 +飞行 

这是一类术语，它是指在集成到主干分支之前在 
EUT 上执行的活动和进程的名称。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优先 

事件 、问题或变化的相对重要性;基于影响和紧迫
性。（ITIL 定义）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特权访问管理 （PAM
） 

通过保护、管理和监视特权帐户和 访问权限，帮
助组织提供对关键资产的安全特权访问并满足合规

性要求的技术。（加特纳） 

 
 
DevSecOps 工程 

问题  一个或多个事件的根本原因。（ITIL 定义）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程序  步骤-+by +步骤说明，说明如何在流程中执行活
动。 

认证敏捷服务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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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旨在实现特定目标的结构化活动集。流程 需要输
入并转换为定义的输出。采取特定投入并产生对

客户有价值的特定输出的相关工作活动。 

 
经过认证的敏捷服务经理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过程B acklog 

对于流程（包括当前和未来要求）需要设计或改进

的所有内容的优先级列表。 
认证敏捷服务经理 

 

流程更改 

专注于标准 IT 流程的更改，如软件开发 实践、ITIL 
流程、变更管理、审批等。 

 

DevOps 领导者 

流程客户  进程输出的接收者。  认证敏捷服务经理 

 
流程改进团队 

设计或重新设计流程并确定 如何最好地在整个组
织中实施新流程的个人团队。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 

流程管理器  负责流程运营（日常）管理的个人。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 

 
 
流程所有者 

角色负责流程的整体质量。可以分配给执行流程

管理器角色的同一个人，但两个角色在较大的组

织中可能是分开的。（ITIL 定义）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认证
敏捷服务经理 

 
流程所有者 

负责流程整体质量的人和流程积压工作的所有

者。 
认证敏捷服务经理 

 
流程规划会议 

确定流程的目标、 目标、投入、成果、活
动、利益相关者、工具和其他方面的高级别

活动。此会议未进行时间框。 

 
认证敏捷服务经理 

流程供应商  流程输入的创建者。  认证敏捷服务 经理 

 

处理时间 

一个或多个输入通过制造或开发过程转化为成品

的期间。（商业词典） 
 

DevOps 领导者 

 

产品积压工作 
系统的功能和非功能 要求的优先级列表通常以用
户情景表示。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经过认证的敏捷

服务经理、DevOps 基
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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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积压工作优化  向积压工作项添加详细信息、估计和 顺序的持续
过程。有时称为产品积压工作整理。 

认证敏捷服务经理 

 
 
产品所有者 

负责最大化产品价值和管理产品积压工作的个

人。优先级、整理和拥有积压 工作。给球队目
标。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经过认证的敏捷

服务经理、DevOps 基
金会、DevOps 领导者 

 
编程=基于 

测试用例是通过使用编程语言编写代码创建

的。例如 JavaScript、 Python 、 TCL 、 
Ruby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项目  为创造独特的产品、服务或结果而进行的临时努

力。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 

预配平台  提供用于预配基础结构的平台 的工具（例如，木
偶、厨师、盐）。 

DevOps 领导者 

心理安全  心理安全是团队对人际冒险安全的共同信念。  DevOps 领导者 

 
QTP 

快速测试专业人员是软件应用程序的功能和 回
归测试自动化工具。由惠普授权。 

 
DevOps 测试工程 

 
质量管理 

处理测试用例规划、测试执行、缺陷跟踪（通常

为积压工作）、严重性和优先级分析的工具。CA 
的敏捷中心 

 
站点可靠性工

程 

拉基矩阵  将角色和责任映射到流程或项目的活动。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 

 
拉诺雷克斯 

用于测试桌面、基于 Web + 和移动应用程序的
GUI测试自动化框架。由拉诺雷克斯许可。 

 
DevOps 测试工程 

 

 
勒索软件 

加密用户设备上的文件 
网络的存储设备。恢复访问权限 
对于加密文件，用户必须向网络罪犯支付"赎金"
，通常通过 难以追踪的电子支付方式（如比特
币）。 

 

 
DevSecOps 工程 

 
回归测试 

测试的目的是确定 EUT 的新版本是否损坏了以前
有效的东西。 

连续交付 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法规合规性测试 

测试的目的是确定 EUT 是否符合特定的法规要
求。例如，验证 EUT 是否满足政府有关消费者信
用卡处理 的规定。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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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 

 
在生产环境中构建、测试和部署的软件。 

连续交付架构、DevOps 
基础、DevSecOps 工程 

 
发布验收标准 

发布包的可测量属性，用于确定发布候选版本是否

可以部署到客户。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发布候选 

已 为部署准备的发布包可能已通过，也可能未通
过该版本。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发布 治理 

发布治理是所有关于控制和自动化（安全性、合

规性或其他），以确保您的版本以可审核 和可跟
踪的方式进行管理，以满足业务了解正在发生变

化的需要。 

 
 
站点可靠性工

程 

发布 管理  管理发布 并支撑持续交付和部署管道的过程。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发布业务流程 

通常 为部署管道，用于检测任何会导致生产问题
的更改。 协调其他工具将识别性能、安全性或可
用性问题。像詹金斯和Gitlab CI这样的工具可以"
协调"发布。 

 
 
站点可靠性工

程 

 
发布计划会议 

时间盒事件，确定发布的目标 、风险、功能、功
能、交付日期和成本。它还包括确定产品积压工作

优先级。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认证敏捷服务经

理 

 
关联 

持续测试原则，强调在最重要的测试和测试结果上

优先考虑 f ocus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可靠性 

衡量服务、组件或 CI 可以不间断地执行其商定功
能的时间。通常以 MTBF 或 MTBSI 进行测量。（
ITIL 定义）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现场
可靠性工程 

 

可靠性测试 

测试的目的是确定整个系统在长时间内在紧张和

加载的条件下 是否按预期运行。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修复 

解决 DevOps 进程中发现的问题的操作。例如，
回滚EUT更改的更改，导致 CT 测试用例失败。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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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救计划  确定更改或释放失败后要执行的操作的计划。（

ITIL 定义）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更改请求 （RFC）  正式建议做出改变。术语 RFC 经常被误用为表示
更改记录或更改本身。（ITIL 定义） 

 
DevOps 基金会 

 
需求 管理 

工具比处理需求定义、可追溯性、层次结构和依

赖关系。 通常还处理代码要求和测试用例的要
求。 

 
站点可靠性工

程 

 
弹性 

构建对更改和事件具有容忍性的环境或组织。  DevSecOps 工程，现场可
靠性 工程 

 
响应时间 

响应时间是用户发出请求直至收到响应时的总时

间。 
站点可靠性工

程 

 
休息 

表示状态转移。世界软件架构风格+ 万维网。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宁静的 API 

网络上的表示状态传输 （REST） 或 RESTful 服务
（如 HTTP）提供了可扩展的互操作性，用于请求
系统快速可靠地访问和使用无状态操作（GET、
POST、PUT、DELETE 等）对资源进行文本表示（
XML、HTML、JSON） 。 

 
 
 
连续交付架构 

RESTful 接口测试  测试的目的是确定 API 是否满足其设计 标准和 
REST 体系结构的期望。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投资回报 （ROI）  所获得的利益与实现该收益的成本之间的差额

，以百分比 表示。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查看应用 

允许实时提交和启动代码 – 环境被启动，使开发
人员能够查看其应用程序。 

站点可靠性工

程 

返工  纠正缺陷 （浪费）所需的时间和精力。  DevOps 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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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 

可能导致伤害或损失或影响组织实现其目标的能

力的事件。风险管理包括三项活动：识别 风险、
分析风险和管理风险。未来 损失 的频率和可能幅
度。涉及可能造成伤害或损失或影响组织执行或

实现其目标的能力的事件。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风险事件 

可能导致伤害或损失或影响组织实现其目标的能

力的事件。风险管理包括三项活动：识别风险、

分析风险和降低风险。 

 
 
DevOps 领导者 

 
风险管理流程 

"风险"的上下文化、评估和处理的过程。从 ISO 
31000： 1） 建立上下文， 2） 评估风险， 3） 
处理风险（补救、减少或接受）。 

 

DevSecOps 工程 

 
机器人框架 

由谷歌创建和支持的 TDD 框架。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作用 

授予某人或团队的职责、活动和权限。角色由流

程 定义。一个人或团队可能有多个角色。分配给
用户或用户组的一组权限，允许用户在系统或应

用程序中 执行操作 。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 （
RBAC） 

限制系统访问授权用户的方法。  DevSecOps 工程 

 
回滚=返回 

已集成的软件更改将从集成中删除。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根本原因 分析 （RCA
） 

采取措施确定问题或事件的根本原因。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坚固的 开发 （开
发） 

坚固开发 （DevOps） 是一种在连续交付管道中
尽早包含安全实践的方法 ，用于提高网络安全、速
度和质量，而这超出了 DevOps 实践单独产生的
范围。 

 
 
DevOps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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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固的 DevOps 

坚固耐用的 DevOps 是一种在连续交付管道中尽
早包含安全实践的方法，用于 提高网络安全、速
度和质量，超出 DevOps 实践单独产生的范围。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运行手册 

服务顺利运行所需的过程集合。以前手动的性质

，他们现在通常自动化的工具，如安西布尔。 
 
站点可靠性工

程 

运行时应用程序自我

保护 （RASP） 
在利用漏洞之前，主动 moni tor 并阻止生产环境
中的威胁的工具。 

站点可靠性工

程 

 
理智测试 

一组非常基本的测试，用于确定软件是否正常工

作。 

连续交付 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可 伸缩 性 

可伸缩性是服务的特点， 它描述了在增加或扩展 
负载下应对和执行任务 的能力。 

站点可靠性工

程 

扩展敏捷框架 （
SAFE） 

一个经过验证的公开框架，用于在企业级应用精

益敏捷原则和实践。 
 
DevOps 基金会 

 
围巾模型 

神经科学中关于人们社交方式的重要发现摘要。   
DevOps 领导者 

调度  计划：将变更发布到生产中的计划流程。  DevOps 领导者 

 
 
 
Scrum 

在复杂项目上进行有效团队协作的简单框架。

Scrum 提供了一组小规则，这些规则创建"足够"
的结构，使团队能够专注于创新，解决本来是 无
法逾越的问题 
挑战。（Scrum.org） 

 
 
经过认证的敏捷服务经理，

DevOps 基金会 

Scrum 项目  产品积压、冲刺积压、燃尽 图、产品增量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 

Scrum 组件  Scrum 的角色、事件、工件和将它们绑定在一起
的规则。 

认证敏捷服务经理 

 
Scrum 事件 

发布计划会议（可选）、冲刺计划 会议、冲 
刺、每日 Scrum、 冲刺审核、冲刺回顾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 

 
Scrum 指南 

Scrum 概念和实践的定义，由肯·施 瓦伯和杰夫 ·
萨瑟兰编写。 

认证敏捷服务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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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um 支柱 

维护 Scrum 框架的支柱，包括：透明度、检查和
适应。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 

 
Scrum 角色 

产品所有者、开发团队（团队）和 Scrum 主管。
另请参阅敏捷服务管理角色。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 

 
 
Scrum 团队 

一个自我组织、跨职能的团队，使用 Scrum 框架
以迭代和增量方式交付产品。Scrum 团队由产品
所有者、 开发团队和 Scrum 主管组成 。 

 
 
DevOps 基金会 

 

Scrum 值 

一套基本价值观和品质支撑着Scrum框架：承
诺、专注、开放、尊重和勇气。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认证敏捷服务经

理 

 
 
ScrumMaster 

为 Scrum 提供流程领导（即确保了解和遵循 
Scrum 实践）的个人，以及通过消除障碍支持 
Scrum 团队的个人。 

 
 
DevOps 基金会 

 
 
秘密检测 

秘密检测旨在 防止该敏感信息（如密码、身份验
证令牌和私钥）作为存储库内容的一部分无意中

泄露。 

 

站点可靠性工

程 

 
 
秘密 管理 

机密管理是指用于管理 数字身份验证凭据（机
密）的工具和方法，包括密码、密钥、API 和令牌
，用于应用程序、服务、特权帐户和 IT 生态系统
的其他敏感部分。 

 
 
站点可靠性工

程 

 

安全自动化 

安全自动化通过保护整个交付管道中使用的 工具 
，消除了人为错误（和故意破坏）的可能性。 

 
站点可靠性工

程 

 
安全（信息安全） 

旨在保护计算机系统数据的 机密性、完整性和可
用性免受恶意意图者攻击的做法。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安全性为代码 

将安全性自动化并构建到 DevOps 工具和实践中
， 使其成为工具链和工作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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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测试 

测试的目的是确定 EUT 是否满足其安全要求。例
如，确定 EUT 是否正确处理 登录凭据的测试。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硒 

适用于软件测试GUI 和 Web 应用程序的热门开源
工具。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自我修复 

自我修复意味着服务和底层环境自动检测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它消除了人工干预的需要。 
 
站点可靠性工

程 

 
 
自组织团队 

管理原则，其中团队选择如何最好地完成他们的

工作，而不是由团队外部的其他人指导。自我组

织发生在边界内和针对给定目标（即做什么）。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 

 
 
自我+组织 

团队自主组织工作的管理原则。自我组织 发生在
边界内和针对给定目标。团队选择如何最好地完

成他们的工作，而不是由团队外的其他人 指导。 

 
 
认证敏捷服务经理 

 
 
 
无服务器 

代码执行范例不需要底层基础结构或依赖项，此

外，一段代码由负责创建执行环境的服务提供商

（通常是 云）执行。AWS 和 Azure 函数中的 
Lambda 函数就是示例。 

 
 
站点可靠性工

程 

 

服务 

通过促进客户希望实现的结果，而无需承担特定

成本和风险， 为客户提供价值的方法。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服务目录 

服务组合的子集，由实时或可用于部署的服务组

成。有两个方面：业务/客户服务目录 （客户可
见）和技术/支持服务目录。（ITIL 定义） 

 
 
DevOps 基金会 

服务设计  ITIL 核心出版物之一和服务生命周期的一个阶段。  DevOps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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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台 

服务提供商和用户之间的单点联系。"现在服务"
等工具用于管理服务的生命周期以及内部和外部

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DevOps 基金会 

 

服务级别协议 （
SLA） 

IT 服务提供商与其客户之间的书面协议，确定双
方的关键服务目标和职责。SLA 可能涵盖多个服
务或客户。（ITIL 定义）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DevOps 基金
会、站点再责任工程 

服务级别指示器 （
SLI） 

SLI 用于传达有关服务的定量数据，通常用于测量
服务对 SLO 的性能。 

站点可靠性工

程 

服务级别 管理  确保所有 当前和计划好的 IT 服务都交付到商定的
可实现目标的过程。（ITIL 定义）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 

 
服务级别目标 （
SLO） 

SLO 是产品或服务应运行良好的目标。SLO 的设
置 基于组织对服务的期望。 

 
站点可靠性工

程 

服务生命周期  ITIL 核心指南的结构。  DevOps 基金会 

服务 管理  一套专门的组织能力，以 服务的形式为客户提供
价值。（ITIL 定义） 

 
DevOps 基金会 

 
服务管理办公室 

协调整个生命周期中管理服务提供商服务的所有

流程和函数的功能。流程所有者 可以直接或通过"
虚线"报告行向 SMO 报告。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 

服务操作  ITIL 核心出版物之一和服务生命周期的一个阶段。  DevOps 基金会 

 
服务提供商 

向一 个或多个内部或外部客户提供服务的组织。
（ITIL 定义） 

 
DevOps 基金会 

服务请求  用户从 IT 服务提供商处请求标准服务。（ITIL 定
义） 

DevOps 基金会 

服务策略  ITIL 核心出版物 之一和服务生命周期的一个阶段。  DevOps 基金会 

服务转换  ITIL 核心出版物之一和服务生命周期的一个阶段。  DevOps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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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ps 的七大支
柱 

七个独特的"支柱" 为 DevOps 系统奠定了基础，
这些系统包括协作文化、DevOps 设计、持续集
成、持续测试、持续交付和部署、持续监控和弹

性基础架构和工具。 

 
 
连续交付架构 

 
 
向左移动 

一种通过尽早且经常地将测试纳入软件开发过程

而努力将质量纳入软件开发过程的方法。这个概

念延伸到安全架构、强化映像、应用程序安全

性、甚至其他方面。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丝绸测试  企业应用程序的自动化功能和回归测试。由博兰许

可。 
DevOps 测试工程 

 
 
西米安军 

西米安军队是由 Netflix 设计的一套导致故障的工
具。最著名的例子是混沌猴子，它随机终止生产中

的服务，作为混沌工程方法的一部分。 

 

站点可靠性工

程 

 

站点可靠性工程 （
SRE） 

该 学科包含软件工程的各个方面，并将其应用于
基础结构和操作问题。主要目标是创建可扩展且高

度可靠的软件系统。 

 

站点可靠性工

程 

 
六西格玛 

严格的数据驱动方法，通过测量标准偏差来减少缺

陷。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 

智能目标  具体、可衡量、可实现、相关和有时限的目

标。 
德沃普 基金会 

 
烟雾测试 

一组基本功能测试，在构建软件组件后立即运

行。与 CI 回归测试相同。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快照 

 
特定生成通过/未执行 结果的报告。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片段 

存储和共享代码片段，允许围绕特定代码段进行

协作。还允许在其他代码库中使用的 代码片段。 
比特桶和 Gitlab allow 这个。 

 

站点可靠性工

程 

 
肥皂 

简单对象访问协议 （SOAP） 是基于 XML 的消
息传递协议，用于在计算机之间交换信息。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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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组成 分析 
一种工具，用于检查源代码中具有已知漏洞的库

或函数。 

 
DevSecOps 工程 

 

软件定义网络 （SDN） 

软件定义网络 （SDN） 是一种网络 架构方法，它
使网络能够使用软件应用程序进行智能和集中控制

，或"编程"。 

 

站点可靠性工

程 

软件交付生命周期 
（SDLC） 

用于设计、开发和测试高质量软件的过程。  DevOps 领导者，站点
可靠性工程 

软件版本管理系统  用于管理软件更改的存储库工具。例如：Azure 
DevOps， BitBucket， Git， GitHub， GitLab
， VSTS.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 工程 

 
软件=作为+服务-  
（SaaS） 

以订阅为许可软件的云计算服务类别。  DevOps 基础、连续交
付架构、DevOps 测试
工程 

 
源代码工具 

用于控制关键资产（应用程序和基础结构）的源

代码的存储库作为单一的真理来源。 
DevOps 基金会，
DevOps 领导者 

 
Spotify 小队模型 

一种组织模型，可帮助大型组织中的团队像 初创 
公司一 样运行， 并且具有灵活性。 

DevOps 基金会，
DevOps 领导者 

 
 
冲刺 

 

2 ~-4 周的期间，在此期间，产品工作增加完成。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经过认证的敏捷

服务管理器、持续交付

架构 

 
冲刺（Scrum） 

工作的时间盒迭代，在此期间实现产品功能增

量。 
 
DevOps 基金会 

 
冲刺积压工作 

表示实现冲刺目标必须完成的工作的积压工作的

子集。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DevOps 基金会 

 
冲刺目标 

Sprint 的目的和目标，通常表示为要解决的业务问
题。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认证敏捷服务经

理 

 
冲刺计划 会议 

定义 Sprint 目标、将在冲刺 （sprint） 期间完成
的产品积压工作增量以及完成该任务 4 到 8 小时
的时盒事件。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认证敏捷服务经

理 



 

 

© DevOps Institute DevOps Master Glossary 46 

 

冲刺回顾 

1.5 到 3 小时时箱事件，团队在其中查看上次冲刺
（Sprint），并确定下一个冲刺 （Sprint） 的改进
并确定其优先级。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认证敏捷服务经

理 

 

冲刺审核 

4 小时或更短的时间框事件，团队和利益干系人检
查冲刺 （Sprint） 导致的工作并更新产品积压工
作。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认证敏捷服务经

理 

 

间谍 软件 

在用户不知情 的情况下安装在计算机中的软件，
并将有关用户计算机活动的信息传回威胁代理。 

 

DevSecOps 工程师 

队  跨职能、同地、自主、自主的团队。  DevOps 领导者 

 

利益 相关 者 

对组织、项目或 IT 服务感兴趣的人员。利益相关
者可能包括客户、用户和供应商。（ITIL 定
义）。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稳定性 

服务接受更改 的敏感性以及系统更改可能造成的
负面影响。服务可能具有可靠性，因为如果功能长

时间 ，但 可能不容易更改，因此没有稳定性。 

 
 
站点可靠性工

程 

站立ard 更改  预先批准的低风险变更，遵循程序或工作指导。

（ITIL 定义）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静态应用程序安全测

试 （SAST） 
一种测试，用于检查源代码中的错误和 弱点。   

DevSecOps 工程 

 

静态代码分析 

测试的目的是检测源代码逻辑错误和遗漏，如内

存泄漏、未使用的变量、未使用的指针。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 工程 

状态页  能够轻松地将服务状态传达给客户和用户的服务

页面。 
站点可靠性工

程 

棒  消极的激励，劝阻或惩罚不受欢迎的行为。  DevSecOps 工程 

 

存储安全 

一个特殊的安全领域，用于保护数据存储系统和生

态系统以及驻留在这些系统上的数据。 
 
站点可靠性工

程 

风暴堆  基于事件触发器而不是基于 时间的商业业务流程
工具。 

DevOps 测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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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斯塔基 

这代表停止、开始和 保持：这是 一 个针对过去     
事件的交互式时盒 练习。 

 
DevOps 领导者 

 
 
战略冲刺 

2至4 周时间盒的 Sprint， 在此期间完成流程规划
会议期间定义的战略元素，以便团队能够继续设计

流程的活动。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认证敏捷服务经

理 

 
结构变化 

权力层次、目标、结构特征、行政程序和管理制

度的变化。 
 
DevOps 领导者 

 

供应商 

负责提供 IT 服务所需的商品或服务的外部（第三 
方）供应商、制造商或供应商。 

 

DevOps 基金会 

 
 
 
综合监控 

综合监视（也称为活动监视或语义监视）定期对

系统运行应用程序的自动测试的子 集。结果将推
送到监视服务中，在发生故障时触发警报。 

 
 
连续交付架构 

记录系统  记录系统是数据元素或数据实体的权威数据

源。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系统测试 

测试的目的是确定整个系统在预期配置中是否按

预期执行。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正在测试的系统 （SUT
） 

EUT 是一个完整的系统。银行出纳机正在测试
中。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标记=基于测试选择方
法 

测试和代码模块是预先分配的标记。为生成匹配

的预分配标记选择-测试。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目标操作模型  所需状态的说明 
组织的运营 模式。 

DevOps 领导者 

 

蒂尔组织 

一种新兴的组织范 式，它提倡意识水平，包括组
织运作中所有以前的 世界观点。 

 

DevOps 领导者 

 
 
团队动态 

衡量团队如何协同工作。包括团队文化、沟

通风格 、决策能力、成员之间的信任以及团
队变革的意愿。 

 
 
DevOps 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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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经济 范式转变 

技术经济范式转变是卡洛塔·佩雷斯所设想的一
般、 基于创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 

 

DevOps 领导者 

 

遥测 

遥测是收集远程或无法访问点的测量或其他数据

，并自动传输至接收设备进行监测。 
 
站点可靠性工

程 

 
测试架构师 

负责为 EUT 定义总体结束to测试策略的人。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测试项目存储库   
用于测试的文件 数据库。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测试活动 

测试活动可能包括一个或多个测试会话。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测试用例 

测试步骤集以及数据和 配置信息。测试用例具有
测试 EUT 至少一个属性的特定用途。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测试创建方法  这是一类测试术语，它指的是 用于创建测试用例
的方法。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测试驱动开发 （TDD） 

测试驱动开发 （TDD） 是一个软件开发过程，
开发人员在编写代码 之前编写测试。然后，他们
遵循以程： 
 
1.编写 测试 
2. 运行测试和任何其他相关 测试，
并看到它们 失败 
3.编写 代码 
4.运行测试 
5.如果需要，重构 代码 
6.重复 
 
单元级测试和/或应用程序测试是在 要测试的代码
之前创建的。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基
础、DevOps 测试工程 

 
测试持续时间 

运行测试需要的时间。例如，每个测试的 # 小时
数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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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环境 

测试环境是指执行测试的操作系统（例如 Linus、
Windows 版本等）、软件配置（例如参数选
项）、动态条件（例如 CPU 和内存利用率）以及
物理环境（例如电源、 冷却）。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测试速度快 

 
一种CT原则，指的是加速测试。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测试框架 

一组 流程、过程、抽象概念和环境，用于设计和
实施自动化测试。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测试线束 

一种使测试自动化 的工具。它是指执行 测试所需
的系统测试驱动程序和其他支持工具。它提供与

所测试软件交互的小程序的存根和驱动程序 。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测试 层次结构 

这是一类术语，描述了将测试组织成组。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测试方法 

此类术语标识测试使用的一般方法。例如白 盒、
黑盒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测试结果存储库 

 
测试结果数据库。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测试结果趋势= 基于  相关因子的矩阵 根据测试结果（判断）关联测试
用例和代码模块。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测试角色 

此类术语标识与测试相关的人员的一般角色和责

任。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测试脚本 

自动测试用例。单个测试脚本可以根据数据实现一

个或多个测试用例。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测试 选择方法  此类术语是指用于选择要在 EUT 版本上执行的测
试的方法。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测试会话 

一组在特定时间在单个生成中一 起运行的一个或
多个测试套件。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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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套件 

在特定时间在单个生成上一起运行的测试用例

集。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 工程 

 
测试趋势 

 
判决的历史。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测试类型 

指示测试用途的类。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测试版本 

用于测试特定生成的文件的版本。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测试 

负责测试系统或服务的个人。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测试工具  在传递生成之前验证代码质量的工具。  DevOps 领导者 

 
 
 
 
 
咨询流程 

任何决定的人必须向受决策影响有意义的每个人

和在该事项方面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寻求建议。收

到的建议 必须考虑到，但不必接受或遵循。咨询
过程的目的不是形成共识，而是通知决策者，以

便他们能够做出可能的最佳决策。不遵守建议会

破坏信任， 不必要地给业务带来风险。 

 
 
 
 
 
DevSecOps 工程 

 
 
复选框陷阱 

以审计为中心的视角只关注法规遵从要求的"框框"
，而不考虑 总体安全目标的情况。 

 
 
DevSecOps 工程 

 
 
 
TED 的力量 

TED* 的力量提供了一个替代 卡普曼戏剧 三角，
其角色受害者，迫害者，和救援者。授权动态 （
TED） 提供创造者、挑战者和教练的解药作用，
以及更积极的应对生活挑战的方法。 

 
 
 
DevOps 领导者 

 

三种方式 

 
DevOps 的关键原则 – 流程、反馈、持续实验
和学习。 

DevOps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现场
可靠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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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理论 

确定阻碍实现目标，然后系统地改进限制，直到

它不再是限制因素的最重要限制因素（ 即约束）
的方法。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托马斯·基尔曼库
存 （TKI） 

衡量某人在某些冲突情况下的行为选择。 
德沃普 基金会 

 

威胁代理 

行为人或自动执行者，对系统采取行动，意图损

害或危害该系统。有时也称为"威胁参与者"。 
 

DevSecOps 工程 

 
 
威胁检测 

是指检测、报告和支持响应攻击的能力。入侵

检测系统和拒绝服务系统允许进行for一定程
度的威胁检测和预防。 

 

 
 
 
威胁情报 

与威胁的性质或威胁 所采取的行动有关的信息可
能已知是所为。还可能包括与给定威胁的行动相

关的"妥协指标"，以及描述如何补救给定威胁行动
的"行动方案"。 

 
 
 
DevSecOps 工程 

 

威胁 建模 

一种对潜在威胁进行排名和模型的方法，以便可

以在潜在威胁所涉及到的应用程序价值上下文中

理解和缓解风险。 

 

DevSecOps 工程 

 
上市时间 

从构思想法到 客户可获得想法之间的时间段。   
DevOps 领导者 

价值时间  衡量企业从功能或服务实现价值所用的时间。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时间跟踪 

允许针对 单个问题或其他工作或项目类型的跟踪
时间的工具。 

站点可靠性工

程 

 
时间框 

 
Scrum 事件的最大持续时间。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认证敏捷服务经

理 

 

辛劳 

一种与 运行生产服务相关的工作，往往手动、   
重复、自动化、战术性、缺乏持久价值。 

 
站点可靠性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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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此类介绍协调、自动化、模拟和监视 EUT 和基础
结构的工具。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工具链 

一种理念，涉及使用一组集成的免费任务特定工

具来自动化端到端流程（与单供应商 解决方案相
比）。 

 

DevOps 基金会 

 
触摸时间 

在精益生产 the 系统中，"接触时间"是实际使用产
品的时间，并且正在增加价值。 

 
DevOps 领导者 

 

跟踪 

跟踪提供对已部署应用程序的 性能和运行状况的
洞察，跟踪处理给定请求的每个函数或微服务。 

 
站点可靠性工

程 

流量  服务访问者发送和接收的数据量（例如网站或 
API）。 

站点可靠性工

程 

 
从房间后面开始训

练 

使用 4C 教学设计"地图"（连接、概念、具体实
践、结论）符合敏捷价值观和原则的加速学习模

型。 

 

 
 
转型 领导力 

领导者通过吸引员工的价值观和目标感，促进大

规模的组织变革，激励和激励追随者实现更高的

绩效（DevOps 报告 ，2017 年）。 

 

 
DevOps 领导者 

 

 
部落铅 

高级技术领导者，在所有球队的技术领域拥有广泛

而深厚的技术专业知识。一群在公共功能集、产品

或服务上协同工作的小队是 Spotify 的定义中的部
落。 

 

 
DevOps 领导者 

 
部落 

具有长期任务的小队集合，在相关业务能力中工

作。 
 
DevOps 领导者 

 
 
 
特洛伊木马（特洛伊木

马） 

恶意软件在所需的操作（如玩在线 游戏）下执
行恶意操作。特洛伊木马与病毒不同，因为特洛

伊木马程序将自己绑定到非可执行文件，如图像

文件、音频文件，而病毒需要可执行文件才能运

行。 

 
 
 
DevSecOps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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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干 

软件产品的主要源代码集成存储库。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单元测试 

 
测试的目的是验证代码逻辑。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可用性测试 

测试的目的是确定人类在使用 EUT时是否拥   
有令人满意的体验。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用户 

IT 服务消费者。或者，在身份验证 期间声明的身
份（也称为用户名）。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用户和实体行为分

析 （UEBA） 
一种机器学习技术，用于分析正常和" 异常 "用户
行为，以防止后者出现。 

站点可靠性工

程 

 
 
用户案例 

从用户的业务角度编写的声明，描述用户如何从

产品的功能实现目标。用户情景在产品积压工作

（或进程积压工作）中捕获。 

 
认证Agile流程所有者， 
认证敏捷服务经理 

增值时间  在创造价值的活动（例如开发、测试）上花费的

时间量。 
DevOps 领导者 

价值效率  能够以最少的时间和资源产生 价值。  DevOps 领导者 

价值流  从客户请求到交付的产品或服务的所有活动。  DevOps 基金会 

 

价值流映射 

精益工具，描述信息、材料和工作在功能孤岛之

间的流动，重点是量化浪费，包括时间和质量。 
 
 
DevOps 基金会 

 

价值流 管理 

能够可视化整个 DevOps 生命周期的价值交付流
程。Gitlab CI 和 Jenkins 扩展（来自云蜜蜂）
DevOptics 可以提供此可视化效果。 

 

站点可靠性工

程 

 
价值流所有者 

个人对高级管理层负责，以提高 
给定产品或服务的非价值比率。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 

 
变速 IT 

传统流程和数字流程在组织内共存，同时以自

己的速度移动的方法。 
 
DevOps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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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 

在预定义间隔内完成的工作量度。 个人或团队在
给定时间上可以完成的工作量。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现场
可靠性工程 

 
判决 

测试结果分为"失败"、"通过"或"无结论"。  连续交付 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版本控制工具 

确保"单一的真相来源"，并启用所有生产工件的
变更控制和跟踪。 

 
DevOps 基金会 

 
垂直缩放 

计算资源的扩展速度 更高，以提高处理速度，例
如使用更快的计算机更快地运行更多任务。 

 
DevOps 测试工程 

 
 
病毒（计算机） 

附加到文件的恶意可执行代码，当受感染的文件

从系统传递到系统时，该代码可能无害 （但令人
讨厌），或者可以修改或删除数据。 

 
 
DevSecOps 工程 

客户之声 （VOC
） 

捕获和分析客户需求和反馈以了解客户需求的过

程。 
 
DevOps 基金会 

 
漏洞 

设计、系统或应用程序中可能被攻击者利用的弱

点。 
 
DevSecOps 工程 

 
 
 
 
 
漏洞 智能 

描述已知漏洞的信息，包括按版本影响的软件、

漏洞的相对严重性（例如，它会导致用户角色的

特权升级，还是导致拒绝服务）、漏洞的利用

（漏洞是多么容易/难以利用），以及有时在
野外的当前 exploi tation 速率（是被积极利
用还是只是理论上的）。此信息还通常包括有关
已知哪些软件版本已修复所述漏洞的指导。 

 
 
 
 
 
DevSecOps 工程 

漏洞 管理  识别和修复漏洞的过程。  DevSecOps 工程 

 

等待时间 

等待工作浪费的时间量（例如，等待开发和测试

基础结构、等待资源、等待管理层 批准）。 
 

DevOps 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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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精益 制造） 

 

任何不为流程、产品或服务增加价值的活动。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经过认证的敏捷

服务经理、DevOps 基
金会、DevOps 领导者 

 

水+Scrum+秋天 

结合瀑布和 Scrum 开发的混合应用程序生命周
期管理方法可以在给定时间内完成。 

 
连续交付架构 

 

瀑布（项目管理） 

线性和 顺序方法管理软件设计和开发项目，其中
进度被视为稳定（和顺序）向动（如瀑布）。 

经过认证的敏捷服务经

理、持续交付架构、

DevOps 基础 

 

弱点 

攻击者可以利用软件中的错误来破坏应用程序、系

统或其中包含的数据。也称为漏洞。 
 

DevSecOps 工程 

Web 应用防火墙 
（WAF） 

检查发送到应用程序的 流量并可以阻止任何看起
来恶意的工具。 

站点可靠性工

程 

 

Web IDE 

具有 Web 客户端集成开发环境的工具。无需使用
本地开发工具即可提高开发人员 的工作效率。 

 
站点可靠性工

程 

 

韦斯特鲁姆 （组织类
型） 

Ron Westrum 发展了组织文化类型，其中包括
三种类型的组织：病理学（以权力为导向）、官

僚主义（以规则为导向）和生成（以绩效为导

向）。 

 
DevSecOps 工程，现场可
靠性工程 

白色+盒式测试（或
透明、玻璃、透明盒

测试或结构测试） 

测试用例使用广泛的知识，对应用程序的内部设

计结构或工作，而不是其功能（即黑盒测试）。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白名单 

应用程序白名单是指定允许在计算机系统上存在 并
处于活动状态的已批准软件应用程序的索引的做

法。 

 
连续交付架构 

 
 
邪恶的问题 

邪恶的问题被用来揭露塑造我们行动和选择的

假设。它们是 阐明我们关于问题、问题或背景
的根深蒂固的、常常是相互矛盾的假设的问

题。 

 
 
DevOps 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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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 

通过使用创建丰富 Wiki 内容的工具，可以启用知   
识 共享 

站点可靠性工

程 

 

威尔伯的象限 

一种 识别人类 一般方法模式的模型。使用两个轴
：在一个轴上，人们倾向于个性或集体。 

 

DevOps 领导者 

正在进行中的工

作 （WIP） 
已启动但尚未完成的任何工作。  DevOps 基金会 

 

解决 方案 

减少或消除事件或问题影响的临时方法。可能记

录为已知错误数据库中的已知错误。（ITIL 定
义）。 

 
DevOps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世界咖啡厅 

是知识共享的结构化对话过程，其中一组人在几

个表中讨论一个主题，个人定期切换表，然后由"
表主机"介绍到新表中 的上一个讨论。 

 
 
DevOps 领导者 

 
 
蠕虫（计算机） 

蠕虫通过将自己附加到不同的文件并在计算机之间

查找路径来在系统上复制自身。它们通常减慢网络

速度 ，并且可以自己运行（病毒需要主机程序才
能运行）。 

 
 
DevSecOps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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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特色 标题描述 链接 

1：持续交付概念 杰兹·汉布尔（Jez Humble）的“持
续交付的架构”（34:17） 

https://youtu.be/_wnd-eyPoMo 

2：合作文化 与米兰达·勒布朗（Miranda LeBlanc
）的“穿越CI / CD / DevOps鸿沟”（
21:56） 

https://youtu.be/RZTTPfaeGg8 

3：CD的设计实践 与马丁·福勒（Martin Fowler）的
“连续交付”（17:06） 

https://youtu.be/aoMfbgF2D_4 

4：持续集成和测试 CircleCI的“什么是持续集成”（1:44
） 

https://youtu.be/_zCyLT33moA 

5：安全保证 Sam Guckenheimer的“持续集成管
道中的安全性”（12:41） 

https://youtu.be/ebiL2ds1wYo 

6：持续部署 AWS上的蓝绿色部署（4:33） https://youtu.be/1hqfAdsGGmo 

7：基础架构和DevOps工具链 “基础设施即代码：这是什么？ 它
为什么如此重要？' 与阿尔曼·达加
（3:16） 

https://youtu.be/RO7VcUAsf-I 

8：持续监控，测量和改进 Mike Gresley（13:13）“在整个
DevOps工作流程中进行连续监视” 

https://youtu.be/xmuN0J21r3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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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名称 作家/出版者 链接 

2018 DevSecOps社区调查 声纳型 https://www.sonatype.com/2018surv 
ey 

2018年全球开发商报告 Gitlab https://about.gitlab.com/developer- 
survey/2018/ 

DevOps状况报告 互操作 http://reg.interop.com/stateofdevops 

云状态报告 正确比例 https://www.rightscale.com/lp/state- 
of-the-cloud 

DevOps的加速状态报告 Nicole Forsgren博士，Gene Kim和
Jez Humble博士与Google Cloud 
Platform（GCP）合作 

https://cloudplatformonline.com/201 
8-state-of-devops.html 

全球信息安全状况调查 普华永道 https://www.pwc.com/gx/en/issues/
c yber-security/information-security- 
survey.html 

DevOps状况报告 Nicole Forsgren博士，Gene Kim和
Jez Humble与Puppet Labs合作 

https://puppet.com/resources/white- 
paper 

DevOps释放的价值 波士顿咨询集团 https://www.bcg.com/en- 
us/agile/devops/benefits.aspx 

文章标题和作者 相关模块 链接 

Mrina Natarajan在DevOps.com上发
布的“微服务部署的3条黄金法则” 

6：持续部署 https://devops.com/3-golden-rules- 
microservices-deployments/ 

Ericka Chickowski在DevOps.com上
发布的“支持DevOps协作的4种策
略” 

2：合作文化 http://devops.com/2014/12/15/four- 
strategies-supporting-devops-collaboration/ 

Pivotal博客上的“促进敏捷回顾的7
种最佳做法” 

2：合作文化 https://content.pivotal.io/blog/7-best- 
practices-for-facilitating-agile-retrospectives 

http://www.sonatype.com/2018surv
http://reg.interop.com/stateofdevops
http://www.rightscale.com/lp/state-
http://www.pwc.com/gx/en/issues/c
http://www.pwc.com/gx/en/issues/c
http://www.bcg.com/en-
http://devops.com/2014/12/15/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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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aphore博客上的“持续交付有助
于建立学习文化的7种方式” 

2：合作文化 https://semaphoreci.com/blog/2018/02/14/7- 
ways-continuous-delivery-helps-build-culture- 
of-learning.html 

阿米尔·耶尔比（Amir Jerbi）在
Infoworld上发表的“要遵循的8个
Docker安全规则” 

5：安全保证 https://www.infoworld.com/article/3154711/ 
security/8-docker-security-rules-to-live- 
by.html 

Brian Wheeler在DevOps.com上撰写
的“管理多云环境的12条提示” 

7：基础架构和DevOps
工具链 

https://devops.com/12-tips-managing-multi- 
cloud-environment/ 

James Turnbull在Kartar.net上发布
的“监控成熟度模型” 

8：持续监控，测量和改进 https://kartar.net/2015/01/a-monitoring- 
maturity-model/ 

蒂姆·亨特（Tim Hunter）关于IT革
命的“三种方式的个人重新诠释” 

2：合作文化 http://itrevolution.com/a-personal- 
reinterpretation-of-the-three-ways/ 

DevOps.com上的“警报使DevOps团
队保持同步响应” 

8：持续监控，测量和改进 https://devops.com/alerts-keep-devops- 
teams-responsive-sync/ 

克里斯·赖利（Chris Riley）在
DevOps.com上发表的“更现代化的
持续集成” 

4：持续集成和测试 https://devops.com/even-modern- 
continuous-integration/ 

失控序列中的“自动化配置管理：
幂等的挑战” 

7：基础架构和DevOps工具
链 

https://sharknet.us/2014/02/01/automated- 
configuration-management-challenges-with- 
idempotency/ 

Ericka Chickowski在DevOps.com上
的“避免常见的执行DevOps错误” 

3：CD的设计实践 https://devops.com/avoiding-common- 
executive-devops-mistakes/ 

Xebia Labs的“ DevOps最佳实践：高
级部署模式” 

4：持续集成和测试 https://xebialabs.com/resources/whitepapers 
/advanced-deployment-patterns/ 

技术对话中的“蓝绿色部署” 7：基础架构和DevOps工具
链 

https://technologyconversations.com/2016/0 
2/08/blue-green-deployment/ 

Martin Fowler的“ 
BlueGreenDeployment” 

4：持续集成和测试 https://martinfowler.com/bliki/BlueGreenDep 
loyment.html 

乌里·科恩（Uri Cohen）的“容器，
微服务和整个交响曲的编排” 

4：持续集成和测试 https://opensource.com/business/14/12/cont 
ainers-microservices-and-orchestrating- 
whole-symphony 

Martin Fowler的“连续交付” 6：持续部署 http://martinfowler.com/bliki/ContinuousDeli 
very.html 

http://www.infoworld.com/article/3154711/
http://itrevolution.com/a-personal-
http://martinfowler.com/bliki/ContinuousDe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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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z Humble和Dave Farley
撰写的“连续交付：部署流程剖析” 

7：基础架构和
DevOps工具链 

http://www.informit.com/articles/article.aspx 
?p=1621865&seqNum=8 

Viktor Farcic在InfoQ上的“使用容器
进行连续部署” 

7：基础架构和DevOps工具
链 

https://www.infoq.com/articles/continuous- 
deployment-containers 

Mirco Hering的“ DevOps中的所有内
容都是连续的-CI，CD和CD之间有
什么区别？” 

1：持续交付概念 https://notafactoryanymore.com/2014/08/19 
/continuous-everything-in-devops-what-is- 
the-difference-between-ci-cdcd/ 

Azure上的“持续集成” 4：持续集成和测试 https://docs.microsoft.com/en- 
us/azure/devops/learn/what-is-continuous- 

  
integration 

Thoughtworks上的“持续集成” 4：持续集成和测试 https://www.thoughtworks.com/continuous- 
integration 

Marc Hornbeek在DevOps.com上发
布的“持续测试监控
DevOps'Health-Beat'” 

8：持续监控，测量和改进 https://devops.com/continuous-test- 
monitoring-devops-health-beat/ 

DevOps.com上的“连续测试与测试
自动化：3个主要差异” 

2：合作文化 https://devops.com/continuous-testing-vs- 
test-automation/ 

乔纳森·欧文斯（Jonathan Owens）
在NewRelic.com上的“ DevOps仪表
板：测量内容示例” 

8：持续监控，测量和改进 https://blog.newrelic.com/product- 
news/dashboards-devops-measurement/ 

Kristian Nelson在DevOps.com上撰
写的“地狱仪表板” 

8：持续监控，测量和改进 https://devops.com/devops-dashboards-hell/ 

Redgate Hub上的“数据库持续集成” 4：持续集成和测试 https://www.simple-talk.com/sql/database- 
delivery/database-continuous-in 

DZone上的“制定容器的测试策略” 4：持续集成和测试 https://dzone.com/articles/devising-a-testing- 
strategy-for-containers 

亚马逊上的“ DevOps和AWS” 7：基础架构和DevOps工具
链 

https://aws.amazon.com/devops/ 

Marc Hornbeek在DevOps.com上发
布的“ DevOps使安全保证负担得起”

8：持续监控，测量和改进 https://devops.com/devops-makes-security- 
assurance-affordable/ 

Google Cloud Platform上的“ DevOps
解决方案” 

7：基础架构和DevOps工具
链 

https://cloud.google.com/solutions/devops/ 

“ DevOps团队：容器将帮助您为将
来做好准备 

3：CD的设计实践 http://containerjournal.com/2015/06/05/dev 
ops-teams-containers-will-help-you-become- 
future-ready/ 

http://www.informit.com/articles/article.aspx
http://www.infoq.com/articles/continuous-
http://www.thoughtworks.com/continuous-
http://www.simple-talk.com/sql/database-
http://containerjournal.com/2015/06/05/d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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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开发人员合作时的“ 
DevOps与持续交付” 

1：持续交付概念 http://workingwithdevs.com/devops-vs- 
continuous-delivery/ 

TechExcel上的“ DevTest：将测试提
升到一个新水平” 

4：持续集成和测试 https://www.techexcel.com/products/devtest 
/ 

乔恩·托伊戈（Jon Toigo）在
Techtarget上发布的“灾难恢复测试
策略” 

4：持续集成和测试 https://searchdisasterrecovery.techtarget.co 
m/feature/Disaster-recovery-testing- 
strategies 

Jules Louis在DevOps.com上撰写的
“从Monoliths到
Microservices-Beyond” 

6：持续部署 https://devops.com/monolith-microservices- 
beyond/ 

“ Gartner DevSecOps：如何将安全
性无缝集成到DevOps中”，作者尼
尔·麦克唐纳（Neil MacDonald）和
伊恩·赫德（Ian Head） 

5：安全保证 https://devops.com/downloads/gartner- 
devsecops-seamlessly-integrate-security- 
devops/ 

Colin Fletcher，Laurie，Wurster和
Christopher Little撰写的“ Gartner应
用发布流程魔力象限” 

8：持续监控，测量和改进 https://www.gartner.com/doc/3889022/magi 
c-quadrant-application-release-orchestration 

Matthais Marschall的“精益，敏捷
和DevOps如何相互关联？” 

2：合作文化 https://www.agileweboperations.com/lean- 
agile-devops-related 

DevOps.com上的马克·霍恩贝克（
Marc Hornbeek）的“集成的持续性
如何？” 

4：持续集成和测试 https://devops.com/continuous-can- 
integration/ 

buildahelpdesk.com上的“如何减少
平均恢复服务MTTRS的时间” 

6：持续部署 http://buildahelpdesk.com/reduce-incident- 
mean-time-to-restore-service-mttrs/ 

Clive Longbottom在Techtarget上发
表的“幂等配置管理可以使事情正
确-无关紧要” 

7：基础架构和DevOps工具
链 

https://searchitoperations.techtarget.com/tip 
/Idempotent-configuration-management-sets- 
things-right-no-matter-what 

Savita Pahuja在InfoQ上发表的“持续
交付模式中文化转变的重要性” 

2：合作文化 https://www.infoq.com/news/2015/09/contin 
uous-delivery 

Carla Lazzareschi的“在无尽的追求
中：日本英雄，戴明继续他对家居
品质的追求” 

2：合作文化 http://articles.latimes.com/1993-12- 
05/business/fi-64238_1_w-edwards-deming 

Xebia Labs的“发布仪表盘简介” 8：持续监控，测量和改进 https://docs.xebialabs.com/xl- 
deploy/concept/release-dashboard.html 

http://workingwithdevs.com/devops-vs-
http://www.techexcel.com/products/devtest
http://www.gartner.com/doc/3889022/magi
http://www.agileweboperations.com/lean-
http://buildahelpdesk.com/reduce-incident-
http://www.infoq.com/news/2015/09/contin
http://articles.latimes.com/199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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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华永道（
PriceWaterhouseCoopers）博客上
的艾伦·莫里森（Alan Morrison）的
“使DevOps和持续交付成为现实” 

6：持续部署 http://usblogs.pwc.com/emerging- 
technology/making-devops-and-continuous- 
delivery-a-reality/ 

Mammatus的“微服务监控” 8：持续监控，测量和改进 http://www.mammatustech.com/Home/react 
ive-microservices-monitoring 

Kent Weare在InfoQ上发表的“ 
Microsoft为Azure Stack启动Azure 
PaaS服务和DevOps工具预览” 

7：基础架构和DevOps工具
链 

https://www.infoq.com/news/2016/02/Azure 
-Stack-Update 

蒂姆·帕尔科（Tim Palko）在卡内基
梅隆大学软件工程博客上的“在
DevOps管道中进行监控” 

6：持续部署 https://insights.sei.cmu.edu/devops/2015/12
/ monitoring-in-the-devops-pipeline.html 

Kong支持的微服务架构上的“模式
：每个容器的服务实例” 

3：CD的设计实践 http://microservices.io/patterns/deployment/ 
service-per-container.html 

Joe Colantonio在TechBeacon上发表
的“右移：从头测试微服务以驯服
DevOps” 

4：持续集成和测试 https://techbeacon.com/shift-right-test- 
microservices-wild-tame-devops 

GitHubGist上的“ Stevey的Google 
Platform Rant” 

3：CD的设计实践 https://gist.github.com/chitchcock/1281611 

Martin Fowler的“扼杀者应用程序” 3：CD的设计实践 https://martinfowler.com/bliki/StranglerAppli 
cation.html 

FláviaFalé和Serge Gebhardt在
MartinFowler.com上进行的“综合监
控” 

8：持续监控，测量和改进 https://martinfowler.com/bliki/SyntheticMoni 
toring.html 

Martin Fowler的“微服务架构中的测
试策略” 

4：持续集成和测试 https://martinfowler.com/articles/microservic 
e-testing/#architecture 

Shannon Tipton的“建立学习文化的
最大神话” 

2：合作文化 http://learningrebels.com/2014/09/12/the- 
biggest-myth-in-building-a-learning-culture/ 

VWO的“ AB测试完整指南” 4：持续集成和测试 https://vwo.com/ab-testing/ 

开源安全测试方法手册 
5：安全保证 http://www.isecom.org/mirror/OSSTMM.3.pd 

f 

David Geer在DevOps.com上的“信任
持续交付” 

4：持续集成和测试 https://devops.com/trusting-continuous- 
delivery/ 

Dave West所著的“对于大多数组织
而言，水急跌是当今敏捷的现实” 

3：CD的设计实践 http://www.storycology.com/uploads/1/1/4/ 
9/11495720/water-scrum-fall.pdf 

http://usblogs.pwc.com/emerging-
http://www.mammatustech.com/Home/react
http://www.infoq.com/news/2016/02/Azure
http://microservices.io/patterns/deployment/
http://learningrebels.com/2014/09/12/the-
http://www.isecom.org/mirror/OSSTMM.3.pd
http://www.storycology.com/uploads/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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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kins.io上的“什么是
Jenkins管道？” 

4：持续集成和测
试 

https://jenkins.io/doc/book/pipeline/ 

关于精益生产的“约束理论是什
么？” 

2：合作文化 https://www.leanproduction.com/theory-of- 
constraints.html 

约束理论研究所的“约束理论是什
么？” 

2：合作文化 http://www.tocinstitute.org/theory-of- 
constraints.html 

TechBeacon上的“为什么自动化
测试技能是职业必备” 

2：合作文化 https://techbeacon.com/why-test- 
automation-skills-are-career-must 

标题 链接 

敏捷宣言 http://www.agilemanifesto.org/ 

超越预算 https://bbrt.org/ 

持续交付（Jez Humble） https://continuousdelivery.com/ 

DevOps研究所 https://devopsinstitute.com/ 

DevOps拓扑（Matthew Skelton和Manuel Pais） https://web.devopstopologies.com/ 

DevOps.com https://devops.com/ 

DevOpsDays https://www.devopsdays.org/ 

开发安全 http://www.devsecops.org 

DevSecOps参考架构（Sonatype） https://www.sonatype.com/devsecops-reference-architectures 

Gibot的Hubot https://hubot.github.com/ 

IT革命 https://itrevolution.com/ 

OWASP应用程序安全验证标准项目 https://www.owasp.org/index.php/Category:OWASP_Applicatio 
n_Security_Verification_Standard_Project 

OWASP测试项目 https://www.owasp.org/index.php/OWASP_Testing_Project 

DevOps工具的周期表（XebiaLabs） https://xebialabs.com/periodic-table-of-devops-tools/ 

混沌工程原理 https://principlesofchaos.org 

坚固的软件 https://www.ruggedsoftware.org/ 

安全 https://www.scaledagileframework.com 

http://www.leanproduction.com/theory-of-
http://www.tocinstitute.org/theory-of-
http://www.agilemanifesto.org/
http://www.devopsdays.org/
http://www.devsecops.org/
http://www.sonatype.com/devsecops-reference-architectures
http://www.owasp.org/index.php/OWASP_Testing_Project
http://www.ruggedsoftware.org/
http://www.scaledagileframewo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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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um.org https://www.scrum.org/ 

12因素应用 https://12factor.net/ 

约束理论研究所 https://www.tocinstitute.org/ 

博客 链接 

AirBNB工程与数据科学 https://medium.com/airbnb-engineering 

后台博客（SoundCloud） https://developers.soundcloud.com/blog/ 

贝莱德博客 http://rockthecode.io/ 

卡内基·梅隆大学 https://insights.sei.cmu.edu/devops/ 

code.flickr.com http://code.flickr.net/ 

DEFRA数字 https://defradigital.blog.gov.uk/ 

交付工程团队 https://deliveroo.engineering/ 

Dropbox技术博客 https://blogs.dropbox.com/tech/ 

易趣科技博客 https://www.ebayinc.com/stories/blogs/tech/ 

Etsy-工艺编码 https://codeascraft.com/ 

Eventbrite工程 https://www.eventbrite.com/engineering/ 

Facebook工程 https://www.facebook.com/Engineering 

Github工程 https://githubengineering.com/ 

Google开发人员 https://developers.googleblog.com/ 

Heroku工程 https://blog.heroku.com/engineering 

HubSpot工程 https://product.hubspot.com/blog/topic/engineering 

Instagram工程 http://instagram-engineering.tumblr.com/ 

Kickstarter工程 https://kickstarter.engineering/ 

领英工程 https://engineering.链接edin.com/blog 

马丁·福勒 https://martinfowler.com/ 

Mirco Hering https://notafactoryanymore.com 

蒙佐科技 https://monzo.com/blog/technology/ 

http://www.scrum.org/
http://www.tocinstitute.org/
http://rockthecode.io/
http://code.flickr.net/
http://www.ebayinc.com/stories/blogs/tech/
http://www.eventbrite.com/engineering/
http://www.facebook.com/Engineering
http://instagram-engineering.tumbl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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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猪工程 https://engineering.moonpig.com/ 

Netflix TechBlog https://medium.com/netflix-techblog 

贝宝工程 https://www.paypal-engineering.com/ 

Pinterest工程 https://medium.com/@Pinterest_Engineering 

普华永道 http://usblogs.pwc.com/emerging-technology/ 

革命工程 https://blog.revolut.com/tag/engineering/ 

Salesforce工程 https://engineering.salesforce.com/ 

松弛工程 https://slack.engineering/ 

目标技术 http://target.github.io/devops/the-dojo 

Ticketmaster技术 https://tech.ticketmaster.com/category/devops/ 

火车线工程 https://engineering.thetrainline.com/ 

优步工程 https://eng.uber.com/ 

Vimeo工程 https://medium.com/vimeo-engineering-blog 

Zapier工程 https://zapier.com/engineering/ 

项目 链接 

CapitalOne DevOps仪表板 https://github.com/capitalone/Hygieia 

混沌猴 https://github.com/Netflix/SimianArmy/wiki/Chaos-Monkey 

DevOps反人类 https://github.com/bridgetkromhout/devops-against-humanity 

DevOps工具集合 https://github.com/collections/devops-tools 

标题 链接 

松动！ 微服务和松耦合架构 https://youtu.be/I9BymWx8G1E 

http://www.paypal-engineering.com/
https://medium.com/%40Pinterest_Engineering
http://usblogs.pwc.com/emerging-technology/
http://target.github.io/devops/the-do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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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精益软件和DevOps的科学：
建立和扩展高性能技术组织 

Nicole Forsgren PHD，Jez Humble和
Gene Kim 

https://itrevolution.com/book/acceler 
ate/ 

凤凰计划之外 吉恩·金（Gene Kim）和杰兹（Jez 
Humble） 

https://itrevolution.com/book/beyond 
-phoenix-project/ 

构建微服务 山姆·纽曼 https://www.amazon.com/Building- 
Microservices-Designing-Fine-Grained- 
Systems/dp/1491950358 

持续交付 Jez Humble和Dave Farley https://www.amazon.com/Continuous 
-Delivery-Deployment-Automation
- Addison-Wesley/dp/0321601912 

现代企业的DevOps Mirco Hering https://itrevolution.com/book/devops 
_modern_enterprise/ 

不变的基础设施 乔莎·斯特拉（Josha Stella） https://www.oreilly.com/webops- 
perf/free/immutable- 
infrastructure.csp 

基础架构即代码 凯夫·莫里斯（Keif Morris） https://www.amazon.com/Infrastruct 
ure-Code-Managing-Servers- 
Cloud/dp/1491924357 

公正文化 西德尼·德克（Sidney Dekker） http://sidneydekker.com/just-culture/ 

领导变革 约翰·科特 https://www.amazon.com/Leading- 
Change-New-Preface-Author- 
ebook/dp/B00A07FPEO 

精益IT 史蒂芬·贝尔和迈克尔·奥森 https://www.amazon.com/Lean- 
Enabling-Sustaining-Your- 
Transformation/dp/1439817561 

微服务：灵活的软件架构 埃伯哈德·沃尔夫 https://www.amazon.co.uk/Microserv 
ices-Flexible-Architectures-Eberhard- 
Wolff/dp/1523361255 

持续数据库集成的食谱 Pramod Sadalage https://www.amazon.com/Recipes- 
Continuous-Database-Integration- 
Sadalage-ebook/dp/B000RH0EI4 

http://www.amazon.com/Building-
http://www.amazon.com/Continuous
http://www.oreilly.com/webops-
http://www.amazon.com/Infrastruct
http://sidneydekker.com/just-culture/
http://www.amazon.com/Leading-
http://www.amazon.com/Lean-
http://www.amazon.co.uk/Microserv
http://www.amazon.com/Reci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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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数据库 斯科特·安伯勒（Scott 
Ambler）和普拉莫（Pramod）
Sadalage 

https://www.amazon.com/Refactorin 
g-Databases-Evolutionary-Addison- 
Wesley-Signature/dp/0321774515 

现场可靠性工程 Niall Richard Murphy，Betsy Beyer
和Chris Jones 

https://www.amazon.com/Site- 
Reliability-Engineering-Production- 
Systems/dp/149192912X 

商业价值的艺术 马克·施瓦兹 https://itrevolution.com/book/the- 
art-of-business-value/ 

DevOps 2.0工具包 维克多·法西奇（Viktor Farcic） https://leanpub.com/the-devops-2- 
toolkit 

DevOps手册 吉恩·金（Gene Kim），赫兹（Jez 
Humble），帕特里克·德布瓦（
Patrick Debois）和约翰·威利斯（
John Willis） 

https://itrevolution.com/book/the- 
devops-handbook/ 

凤凰计划 凯文·贝尔，乔治·斯帕福德和吉恩·
金 

https://itrevolution.com/book/the- 
phoenix-project/ 

理解人为错误的现场指南 西德尼·德克（Sidney Dekker） https://www.routledge.com/The- 
Field-Guide-to-Understanding-Human- 
Error-3rd- 
Edition/Dekker/p/book/97814724390 
55 

使用Docker 阿德里安·穆阿特（Adrian Mouat） https://www.amazon.com/Using- 
Docker-Developing-Deploying- 
Containers/dp/1491915765 

公司 模块 链接 

荷兰银行 5：安全保证 ● https://youtu.be/-RXLU2bwNFM 
● https://youtu.be/PE7x1_4Sbyw 
● https://youtu.be/RgNUx-i1GWs 
● https://www.sonatype.com/customer-success-abn-amro 

亚马孙 6：持续部署 ● https://www.allthingsdistributed.com/2014/11/apollo- 
amazon-deployment-engine.html 

● http://aws-de-media.s3-eu-west- 
1.amazonaws.com/images/AWS_Summit_Berlin_2017/Prese 
ntations/CA2-8_AWS_Grunwald-DevOps-at-Amazon-A-Look- 
at-Our-Tools-and-Processes.pdf 

● https://www.zdnet.com/article/how-amazon-handles-a-new- 
software-deployment-every-second/ 

● http://bit.ly/1vJo1Ya 

http://www.amazon.com/Refactorin
http://www.amazon.com/Site-
http://www.routledge.com/The-
http://www.amazon.com/Using-
http://www.sonatype.com/customer-success-abn-amro
http://www.allthingsdistributed.com/2014/11/apollo-
http://www.zdnet.com/article/how-amazon-handles-a-new-
http://bit.ly/1vJo1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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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脚
本 

8：持续监控，测量和改
进 

● https://www.techrepublic.com/article/how-one-companys- 
devops-success-got-them-the-greenlight-to-hire-1000- 
developers/ 

谷歌 4：持续集成和测试 ● https://www.slideshare.net/JohnMicco1/2016-0425- 
continuous-integration-at-google-scale 

● https://youtu.be/ahtihwxgriA 

电视台 7：基础架构和DevOps工
具链 

● http://www.devopsonline.co.uk/continuously-evolving- 
devops-at-itv/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NPLjWkNJW4 
● http://itrevolution.com/tom-clark-itv-advocates-devsecops

- saying-businesses-must-agile-security/ 
● https://www.elastic.co/blog/powering-itvs-devops-engine- 

with-the-elastic-stack 

JAMF软件 1：持续交付概念 ● http://blogs.atlassian.com/2016/07/casestudy-devops-jamf- 
software/ 

自由共同体 2：合作文化 ● https://www.infoq.com/presentations/ci-cd-liberty-insurance 
● https://devops.com/liberty-mutual-taking-organic-approach- 

devops/ 
● https://siliconangle.com/2017/06/19/why-devops-is-driving- 

organizational-change-at-liberty-mutual-cloudfoundry- 
womenintech/ 

天巡 3：CD的设计实践 ● https://www.infoq.com/news/2018/03/skyscanner-scaled-cd 

http://www.techrepublic.com/article/how-one-companys-
http://www.slideshare.net/JohnMicco1/2016-0425-
http://www.devopsonline.co.uk/continuously-evolvin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NPLjWkNJW4
http://itrevolution.com/tom-clark-itv-advocates-devsecops-
http://itrevolution.com/tom-clark-itv-advocates-devsecops-
http://www.elastic.co/blog/powering-itvs-devops-engine-
http://blogs.atlassian.com/2016/07/casestudy-devops-jamf-
http://www.infoq.com/presentations/ci-cd-liberty-insurance
http://www.infoq.com/news/2018/03/skyscanner-scaled-cd


 

 

 

 

 

 

 

 

 

 

 

 

 

 

 

 

 

 

持续交付架构师 Continuous Delivery 
Ecosystem Foundation v2.0 Sample Exam 

样题 

 



1. An organization wants to increase the flow of software delivery by taking a 

Continuous Delivery approach.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ill be important to their 

success? 

 

a. Agile software development 

b. A monolithic architecture 

c. A straightforward and repeatable deployment process 

d. Open source tools connected through APIs 

 

1.  组织希望通过采用持续交付方法来增加软件交付流程。 以下哪项对他们的成功至关重

要？ 

 

A.敏捷软件开发 

B.整体架构 

C.简单，可重复的部署过程 

D.通过API连接的开源工具 

 

2. Which of the following describes Continuous Deployment? 

a. End-to-end pipeline 

b. A set of practices that enable every change that passes automated tests to 

be automatically deployed to production 

c. Pipeline stage where final packaging and acceptance testing is performed 

d. An automated approach to release engineering 

 

 

 

 

 

 

          © DevOps Institute CDEF v2.0 Sample Exam - Chinese Sept 2020 



2. 以下哪项描述持续部署？ 

 

A.端到端管道 

B.一组实践，使每项更改都能通过自动测试自动部署到生产中 

C.管道阶段，进行最终包装和验收测试 

D.发布工程的自动化方法 

 

3. An organization wants to improve and expedit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Operations,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teams. How would embracing The 

Second Way from The Phoenix Project help to achieve this goal? 

 

a. They would try to create a culture that fosters risk taking 

b. They would understand that repetition and practice is the prerequisite to 

mastery 

c. They would use tools such as ChatOps to shorten feedback loops 

d. They would use automation to increase the flow of work 

 

3.组织希望改善和加快运营，安全和开发团队之间的互动。 拥抱凤凰计划的第二种方式将如

何帮助实现这一目标？ 

 

A.他们将尝试建立一种鼓励冒险的文化 

B.他们会理解重复和练习是精通的前提 

C.他们将使用ChatOps之类的工具来缩短反馈循环 

D.他们将使用自动化来增加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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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hich of the following BEST describes the key principles of designing for 

Continuous Delivery? 

a. Refactoring code into modules, use Agile practices, pre-flight test all 

changes 

b. Automate quality testing of modules and collaborate with Operations 

c. Build quality in, work in small batches, embrace automation, continuous 

improvements 

d. Advocate best practices, promote design improvements, participate in 

architecture reviews 

 

4. 以下哪个BEST描述了连续交付设计的关键原则？ 

 

A.将代码重构为模块，使用敏捷实践，进行预测试所有更改 

B.自动化模块质量测试并与运营部门合作 

C.建立质量，小批量工作，拥抱自动化，不断改进 

D.提倡最佳实践，促进设计改进，参与体系结构审查 

 

5. Which of the following are “illities” that most matter to Continuous Delivery 

pipelines? 

 

a. Reliability, Usability, Maintainability 

b. Test-ability, Configurability, Monitor-ability 

c. Evolve-ability, Security, Usability 

d. Reproduce-ability, Deploy-ability,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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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下哪些对连续交付管道最重要的“疾病”？ 

 

A.可靠性，可用性，可维护性 

B.测试能力，可配置性，监控能力 

C.演化能力，安全性，可用性 

D.复制能力，部署能力，质量 

 

6. An organization is implementing Continuous Integration practices.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ould improve the ability of developers to rebase or shelve changes before 

pushing to other users? 

 

a. Microservices 

b. Agile software development 

c. Artifact repository 

d. A distributed version control system 

 

6. 一个组织正在实施持续集成实践。 以下哪项将提高开发人员在推送给其他用户之前

重新设置基础或搁置更改的能力？ 

 

A.微服务 

B.敏捷软件开发 

C.工件仓库 

D.分布式版本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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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a best practice for a containers test strategy? 

a. Create an integration test container separate from the application code 

containers 

b. Keep testing tools and artifacts in the same container as the application code 

c. Perform Blue-Green testing before deployment 

d. Verify backwards and forwards compatibility policies for micro-services 

 

7. 以下哪个是容器测试策略的最佳实践？ 

 

A.与应用程序代码容器分开创建一个集成测试容器 

B.将测试工具和工件与应用程序代码保存在同一容器中 

C.在部署之前执行蓝绿色测试 

D.向后和向前验证微服务的兼容性策略 

 

8. Why is it important to manage test versions? 

 

a. Tests are as important as the code because the tests are the validation of the 

code 

b. Developers would need models for test driven development 

c. Infrastructure teams would not need to run their own tests 

d. The test versions can be reused across platforms 

 

8. 为什么管理测试版本很重要？ 

 

A.测试与代码一样重要，因为测试是对代码的验证 

B.开发人员需要模型以进行测试驱动的开发 

C.基础架构团队无需运行自己的测试 

D.测试版本可以跨平台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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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Which of the following BEST describes the recommended steps for Gradual 

Feature-Flag Rollouts? 

a. Rollout changes to the green nodes, monitor performance, if failures occur revert 

to blue nodes, otherwise rollout to the remaining users 

b. Roll out changes to a select set of users, if no failures roll out to the rest of the 

users 

c. Turn on the feature flags for all users, monitor performance and turn off the flags 

for any users that experience failures 

d. Gradually increase rollout of changes to user nodes, revert if failures occur, 

measure improvements, and continue until rollout is completed 

 

9. 以下BEST中的哪一项描述了“逐步启用特征标记”的推荐步骤？ 

 

A. 将部署更改为绿色节点，以监视性能，如果发生故障，请还原为蓝色节点，否则将其部

         署给其余用户 

B.如果没有失败，则将更改分发给选定的一组用户 

C.为所有用户打开功能标志，监视性能，并为所有遇到故障的用户关闭标志 

D.逐步增加对用户节点的更改的部署，如果发生故障则还原，评估改进，并继续直到完成

        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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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correctly captures Jez Humble’s definition of Continuous 

Delivery? 

a. A set of practices that emphasize the collabo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both 

software developer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professionals while automating 

the process of software delivery and infrastructure changes 

b. A software engineering approach in which teams produce software in short cycles, 

ensuring that the software can be reliably released at any time 

c. The ability to get changes - features, configuration changes, bug fixes, experiments - 

into production or into the hands of users safely and quickly in a sustainable way 

d. A journey toward sound engineering and delivery principles, and it starts with 

breaking down silos and mapping out the entire delivery pipeline so that it can be 

optimized 

 

10. 以下哪项正确地反映了Jez Humble对“持续交付”的定义？ 

 

A.一组实践，强调软件开发人员和信息技术（IT）专业人员之间的协作和交流，同时使软

        件交付和基础架构变更过程自动化 

B.一种软件工程方法，团队可以在短时间内生产软件，以确保可以随时可靠地发布软件 

C.能够以可持续的方式安全快速地将更改（功能，配置更改，错误修复，实验）投入生产

        或交付用户的能力 

D.迈向合理的工程和交付原则的旅程，首先要打破孤岛并绘制整个交付管道，以便对其进

        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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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n organization has some monitoring capability in place but wants to move towards 

Continuous Monitoring. Why is Continuous Monitoring a key pillar of Continuous Delivery? 

a. Continuous monitoring provides visibility of the health of all things that are important to 

the oper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the continuous delivery pipeline 

b. The health of all seven pillars affects the performance of continuous delivery 

c. Continuous monitoring applies to the other six pillars and itself 

d. All of the above 

 

11. 组织具有一定的监视能力，但希望转向持续监视。 为什么持续监控是持续交付的关

键支 柱？ 

 

A.连续监视提供对连续交付管道的运行和性能重要的所有事物的运行状况的可见性 

B.所有七个支柱的健康都会影响持续交付的绩效 

C.持续监测适用于其他六个支柱及其自身 

D.以上所有 

 

12. XYZ Corporation is building their deployment pipeline toolchain. What should be 

their first step? 

 

a. Assess their current infrastructure and tools 

b. Model their value stream 

c. Automate their unit tests and code analysis 

d. Create a reference architecture of available open source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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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XYZ公司正在构建其部署管道工具链。 他们的第一步应该是什么？ 

 

A.评估他们当前的基础架构和工具 

B.模拟他们的价值流 

C.自动化单元测试和代码分析 

D.创建可用开源工具的参考架构 

 

13. Which of the following concepts seeks to instill a “security as code”culture? 

 

a. DevSecOps 

b. Security assurance 

c. Rugged DevOps 

d. Conway’s Law 

 

13. 以下哪些概念试图灌输“安全即代码”文化？ 

 

A.DevSecOps 

B.安全保证 

C.坚固的DevOps 

D.康韦定律 

 

14.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a best practice for securing containers? 

 

a. Use containers on workloads of similar trust levels; use hypervisors or physical 

separation for strongest security levels 

b. Do not use whitelists for containers because it would be redundant to do so 

c. Use image signing to provide a chain of custody 

d. Log admin access for evidence of a breach, and compliance aud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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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以下哪种不是固定容器的最佳实践？ 

 

A.在类似信任级别的工作负载上使用容器; 使用虚拟机监控程序或物理隔离以实现最高的安全级别 

B.请勿将白名单用于容器，因为这样做将是多余的 

C.使用图像签名提供监管链 

D.记录管理员访问权限以获取违规证据以及合规性审核 

 

15.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a good example of Continuous Integration monitoring 

metrics? 

a. Unit test pass rate 

b. Build success rate 

c. Integration test coverage 

d. Application performance test results 

 

15. 以下哪个不是持续集成监视指标的好示例？ 

 

A.单元测试合格率 

B.建立成功率 

C.整合测试范围 

D.应用性能测试结果 

 

16.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a best practice for converting a monolith to microservice 

architecture? 

a. Refactor the monolith in a feature branch then merge the completed 

microservices based system into mainline after testing is completed 

b. Start with low risk code areas 

c. Look for seams – areas of code that are independent, focused around a single 

business capability 

d. Start by splitting business logic dependencies, then tackle data depend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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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以下哪种最佳做法是将整体式服务转换为微服务架构的？ 

 

A.在功能分支中重构整体，然后在测试完成后将完整的基于微服务的系统合并到主线中 

B.从低风险代码区域开始 

C.寻找接缝–独立的代码区域，专注于单个业务功能 

D.首先拆分业务逻辑依赖性，然后解决数据依赖性 

 

1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are important team agreements associated with Continuous 

Integration? 

a. Everyone agrees to check in changes to mainline when the feature is completed and is 

to respond to bugs reported by QA 

b. Everyone agrees to thoroughly test all changes prior to check-in changes to 

mainline 

c. Everyone agrees to report known problems with check-ins and to schedule fixes 

according to priority levels 

d. Everyone agrees to check in small incremental changes frequently to the mainline and 

that the highest priority task on the project is to fix any change that breaks the 

application 

 

17. 以下哪些是与持续集成相关的重要团队协议？ 

 

A.每个人都同意在功能完成后签入对主线的更改，并对QA报告的错误做出回应 

B.每个人都同意在对登机手续进行更改之前彻底测试所有更改 

主线 

C.每个人都同意报告签入中的已知问题并根据优先级安排修复程序 

D.每个人都同意经常检查对主线的小增量更改，并且该项目的最高优先级任务是修复任何会破坏

应用程序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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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a typical role for an artifact repository? 

 

a. Store binaries for specific builds 

b. Store metadata for release candidates 

c. Store source code changes to be reused to make builds for maintenance 

releases 

d. Store test reports for release candidate builds 

 

 

 

18. 以下哪个不是工件存储库的典型角色？ 

 

A.存储特定版本的二进制文件 

B.存储候选版本的元数据 

C.存储源代码更改以供重复使用以构建维护版本 

D.存储发布候选版本的测试报告 

 

19. An organization is planning for Continuous Testing. Which best practice should they 

build into their plans? 

a. Since Continuous Testing is performed continuously on incremental changes there 

is no need for a separate test plans 

b. Test plans should be reviewed by multiple resources to ensure that the plans have 

sufficient test coverage to meet multiple requirements including infrastructure and 

tools 

c. They can limit their plans to defining specific tests for each incremental change 

d. Test plans can be written after the tests are completed to provide a record for 

compliance audit purp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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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一个组织正在计划进行连续测试。 他们应该在计划中建立哪些最佳实践？ 

 

A.由于连续不断地对增量更改进行测试，因此无需单独的测试计划 

B.测试计划应由多种资源进行审查，以确保计划具有足够的测试范围，以满足包括基础架构和工

具在内的多种要求 

C.他们可以将计划限制为为每个增量更改定义特定的测试 

D.测试计划可以在测试完成后编写，以提供记录以进行合规性审核 

 

 

20. Conway’s Law is significant to Continuous Delivery because: 

 

a. It recognizes that an organization will be constrained to produce designs which are 

copies of their communication structures 

b. It will promote the fact that quality is everyone’s responsibility 

c. It recognizes that a process is only as successful as its weakest link 

d. It helps organizations understand that value is only def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nd customer 

 

20. Conway的定律对持续交付具有重要意义，因为： 

 

A.它认识到组织将受制于制作其通讯结构副本的设计 

B.它将促进以下事实：质量是每个人的责任 

C.它认识到一个过程只有与其最薄弱的环节一样成功 

D.帮助组织了解仅从最终客户的角度来定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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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Why is a collaborative culture critical for Continuous Delivery? 

 

a. Culture is the domain of DevOps and is outside the scope of Continuous Delivery 

systems 

b. Technology alone will not provide effective end-to-end pipelines if enterprise 

leaders, middle managers, development, Quality Assurance, infrastructure and 

operational teams do not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c. Continuous Delivery is affected by culture; however a collaborative culture is not 

considered essential for continuous delivery 

d. As part of a Continuous Delivery Pipeline, collaborative culture is handled by 

collaborative tools such as chat systems 

 

 

21. 为什么协作文化对于持续交付至关重要？ 

 

A.文化是DevOps的领域，不在持续交付系统的范围内 

B.仅企业技术将无法提供有效的端到端管道领导，中层经理，发展，质量保证，基础设施和运营

团队彼此不合作 

C.持续交付受文化影响； 但是，协作文化对于持续交付并不重要 

D.作为持续交付管道的一部分，协作文化由诸如聊天系统之类的协作工具处理 

 

22. An organization is struggling with creating a culture that will support Continuous 

Delivery and DevOps. They have designated and trained an individual to be their first 

Continuous Delivery Architect (CDA). What can the CDA do to instill a collaborative culture in 

their organization? 

a. State their views as questions instead of assertions 

b. Recognize the contributions of others 

c. Move out of their private zone to connect with others 

d. All of the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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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一个组织正在努力创建一种支持持续交付和DevOps的文化。 他们已经指定并培训了一名个

人作为他们的第一位持续交付架构师（CDA）。 CDA可以采取什么措施在其组织中灌输协作文化？ 

 

A.将他们的观点陈述为问题而非断言 

B.认可他人的贡献 

C.移出私人区域与他人联系 

D.以上所有 

 

 

23.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a core principle for Continuous Deployment? 

 

a. Automate the build, deploy, test, and release process 

b. Deploy frequent, small releases 

c. Get changes into production or into the hands of users safely and quickly in a 

sustainable way 

d. Deliver feedback as quickly as possible 

 

23. 以下哪个不是持续部署的核心原则？ 

 

A.自动化构建，部署，测试和发布过程 

B.部署频繁的小版本 

C.以可持续的方式安全快速地将变更投入生产或转移到用户手中 

D.尽快提供反馈 

 

24.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a benefit of feature toggles? 

 

a. Allows selective deployments to predetermined “trial” customers 

b. Enables developers to evaluate features and alternative designs 

c. Integrates well with a Blue Green Strategy 

d. Creates a collaborativ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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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下列哪一项是功能切换的好处？ 

 

A.允许选择性地部署到预定的“试用”客户 

B.使开发人员能够评估功能和替代设计 

C.与蓝绿色战略很好地整合 

D.营造协作文化 

 

 

25. ABC Corporation is aligning Continuous Integration with their software development 

practices. However, they are having a difficult time optimizing their Continuous Integration 

workflows and their Continuous Integration processes are not accelerating. What might they be 

doing wrong? 

a. They are stopping to fix any problems that fail integration before proceeding 

b. They are pretesting and prechecking integration deliverables 

c. They are running the most important tests early 

d. They are using analytics to detect threshold exceptions 

 

25. ABC公司正在根据其软件开发实践来调整持续集成。 但是，他们在优化其持续集成工作流程

方面遇到了困难，并且其持续集成过程并未加速。 他们可能做错了什么？ 

 

A.他们将停止修复在集成之前失败的所有问题 

B.他们正在对集成交付物进行预测试和预检查 

C.他们正在尽早进行最重要的测试 

D.他们正在使用分析技术来检测阈值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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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What are the cultural requirements for effective DevOps including Continuous Delivery? 

a. Collaboration, tooling, scale 

b. Collaboration, affinity, tooling, scale 

c. Collaboration, affinity, tooling, leadership 

d. Collaboration, acceptance, tooling, scale 

 

26. 有效的DevOps（包括持续交付）有哪些文化要求？ 

 

A.协作，工具，规模 

B.协作，亲和力，工具，规模 

C.协作，亲和力，工具，领导力 

D.协作，验收，工具，规模 

27. Why is an immutable infrastructure desirable for Continuous Delivery? 

 

a. Avoids image and configuration drift 

b. More fail-safe than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c. Easy rollback 

d. All of the above 

 

27. 为什么不可变的基础结构需要持续交付？ 

 

A.避免映像和配置漂移 

B.比配置管理更具故障安全性 

C.轻松回滚 

D.以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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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a reason for an organization to move towards 

Continuous Testing? 

a. It reduces costs and time to market 

b. It improves innovation 

c. It eliminates the need for test plans 

d. It improves software quality 

 

28. 下列哪个不是组织进行连续测试的理由？ 

 

A.它减少了成本和上市时间 

B.促进创新 

C.消除了测试计划的需要 

D.提高软件质量 

 

 

29.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a best practice for microservices deployments? 

 

a. Deploy one service per host 

b. Employ mutable servers 

c. Don’t deploy independent microservices 

d. Don’t try to map containers to microservices 

 

29. 以下哪项是微服务部署的最佳实践？ 

 

A.每个主机部署一项服务 

B.使用可变服务器 

C.请勿部署独立的微服务 

D.不要尝试将容器映射到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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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a characteristic of a Continuous Delivery pipeline? 

 

a. It is a series of processes which are performed on product changes in stages 

b. Each stage processes the artifacts resulting from the prior stage 

c. The only changes that go into the pipeline are new versions of code, data or images 

for applications 

d. It is the same as a DevOps toolchain 

 

30. 下列哪个不是持续交付管道的特征？ 

 

A.这是分阶段对产品进行更改的一系列过程 

B.每个阶段处理前一阶段产生的工件 

C.唯一需要更改的是应用程序的代码，数据或图像的新版本 

D.与DevOps工具链相同 

 

31. Which of the following BEST describes the consequences of not doing Continuous 

Delivery properly? 

a. Scaling issues, quality problems, pipeline failures, reverts, process delays, 

schedule delays, cost overruns, audit failures 

b. Security problems, quality problems, pipeline failures, reverts, process delays, 

schedule delays, cost overruns, audit failures 

c. Attrition, customer dissatisfaction, quality problems, pipeline failures, reverts, 

process delays, schedule delays, cost overruns, audit failures 

d. Breakdown of Conway’s Law, numerous process constraints, pipeline failures, 

reverts, process delays, cost overruns, audit fail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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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以下哪个最佳描述了不正确执行连续交付的后果？ 

 

A.规模问题，质量问题，管道故障，恢复，过程延迟，计划延迟，成本超支，审计失败 

B.安全问题，质量问题，管道故障，恢复，过程延迟，计划延迟，成本超支，审计失败 

C.减员，客户不满意，质量问题，管道故障，恢复，过程延迟，计划延迟，成本超支，审计失败 

D.违反康威法律，众多流程限制，管道故障，恢复，流程延迟，成本超支，审计失败 

 

32. An organization has established a rapid response team to address issues and 

problems across the value stream. How can the Continuous Delivery Architect (CDA) 

support this team? 

a. By defining and maintaining roles, responsibilities, service level agreements and 

monitoring techniques for quick problem identification and response 

b. By ensuring that the artifact repository is available for remediation and roll-back 

procedures 

c. By ensuring that commits are gated so that they cannot progress without passing certain 

tests 

d. By implementing ChatOps tools to help with faster collaboration among teams 

 

32. 一个组织已经建立了一个快速响应团队，以解决整个价值流中的问题。 持续交付架构师（

CDA）如何为该团队提供支持？ 

 

A.通过定义和维护角色，职责，服务水平协议和监视技术来快速识别和响应问题 

B.通过确保工件存储库可用于修复和回滚程序 

C.通过确保提交已被限制，以便未通过某些测试就无法进行提交 

D.通过实施ChatOps工具来帮助团队之间更快地进行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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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Dark Launching is a stealthy release process that uses a combination of: 

a. Unit, integration and user acceptance testing 

b. Continuous integration and ChatOps 

c. Microservices and containers 

d. Feature toggles, A/B testing and canary deployments 

 

33. Dark Launching是一种隐式释放过程，使用以下组合： 

 

A.单元，集成和用户验收测试 

B.持续集成和ChatOps 

C.微服务和容器 

D.功能切换，A / B测试和Canary部署 

 

34.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a best practice for test failure remediation? 

 

a. Dev and test team members collaborate to resolve defects 

b. Always stop the pipeline when a test fails, diagnose and fix the problem and then 

continue 

c. Test failures are not allowed to interrupt the pipeline. The failure is reported and the 

pipeline continues 

d. Any test that fails is assumed to be a problem with the test itself. The test is 

isolated for review to determine how best to fix the test 

 

34. 下列哪项是测试失败补救的最佳实践？ 

 

A.开发人员和测试团队成员合作解决缺陷 

B.在测试失败时始终停止管道，诊断并解决问题，然后继续 

C.测试失败不允许中断管道。 报告失败，管道继续 

D.任何失败的测试都被认为是测试本身的问题。 隔离测试以进行审核，以确定如何最好地修复测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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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a typical step in Continuous Integration workflows? 

 

a. Verify merge gate threshold are satisfied 

b. Merge changes with the mainline repository 

c. Deploy the build 

d. Release the build resources back to the pool 

 

 

35. 下列哪个不是持续集成工作流程中的典型步骤？ 

 

A.确认满足合并门阈值 

B.将更改与主线存储库合并 

C.部署构建 

D.将构建资源释放回池中 

 

36. How does applying 12-factor application design practices NOT make implementing 

Continuous Delivery easier? 

 

a. They support deployment in cloud environments and require minimal 

administration 

b. They support automatic creation of APIs between applications and infrastructure 

c. They support portability between execution environments 

d. They minimize divergence between dev and production 

 

36. 应用12要素应用程序设计实践如何不使实施持续交付变得更容易？ 

 

A.他们支持在云环境中进行部署并且需要最少的管理 

B.它们支持在应用程序和基础架构之间自动创建API 

C.它们支持执行环境之间的可移植性 

D.最小化开发人员和生产人员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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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A large enterprise is attempting to re-architect their legacy, monolithic applications into 

microservices. How would the company NOT benefit from this effort? 

 

a. Improved productivity 

b. Better resource utilization 

c. Easier to package / deploy / change 

d. Better automation capabilities 

37. 一家大型企业正在尝试将其原有的整体应用程序重新架构为微服务。 公司将如何从这项工作

中受益？ 

 

A.提高生产力 

B.更好地利用资源 

C.易于打包/部署/更改 

D.更好的自动化功能 

 

38. A dark launching release strategy is particularly valuable for: 

 

a. Continuous Delivery 

b. Continuous Deployment 

c. Security testing 

d. Continuous Integration 

 

38. 暗发射战略特别有价值： 

 

A.连续交付 

B.连续部署 

C.安全测试 

D.持续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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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What would be a key benefit of frequent, smaller, incremental integrations? 

 

a. The root cause of integration problems can be isolated much faster when the 

changes are integrated incrementally 

b. It will become easier and more necessary to apply Agile software development 

practices 

c. Integration problems can be identified during any stage of the Continuous 

Delivery Pipeline as part of Continuous Testing 

d. Frequent integrations can help infrastructure teams identify additional capacity 

requirements 

 

39. 频繁，较小，增量集成的主要好处是什么？ 

 

A.当增量集成更改时，可以更快地隔离出集成问题的根本原因 

B.应用敏捷软件开发实践将变得更加容易和必要 

C.在持续交付管道的任何阶段都可以识别出集成问题，作为持续测试的一部分 

D.频繁的集成可以帮助基础架构团队确定其他容量需求 

 

 

40. A Continuous Delivery Architect (CDA) can be a strong influencer on DevOps culture. 

What can a CDA do to help transform a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one that can be successful as a 

DevOps environment? 

a. Lead architecture reviews and create prescriptive architecture checklists 

b. Advocate program investments and best practices for collaborative tools 

c. Research the latest trends in open source DevOps and Continuous Delivery tools 

d. Mentor cross-functional team members and create training programs to help them 

gain best practices and tool expertise 

 

 

 

 

          © DevOps Institute CDEF v2.0 Sample Exam - Chinese Sept 2020 



 

40. 持续交付架构师（CDA）可以对DevOps文化产生重大影响。 CDA可以做什么来帮助将传统

文化转变为可以在DevOps环境中成功实现的文化？ 

 

A.领导架构审查并创建规范性架构清单 

B.为协作工具宣传计划投资和最佳实践 

C.研究开源DevOps和持续交付工具的最新趋势 

D.Mentor跨职能团队成员并创建培训计划，以帮助他们获得最佳实践和工具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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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EF v2.0 示例考试-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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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Answer Question Answer Question Answer 

1 C 15 D 29 A 

2 B 16 C 30 D 

3 C 17 D 31 B 

4 C 18 C 32 A 

5 B 19 B 33 D 

6 D 20 A 34 A 

7 A 21 B 35 C 

8 A 22 D 36 B 

9 D 23 C 37 D 

10 C 24 A 38 B 

11 D 25 A 39 A 

12 B 26 B 40 D 

13 A 27 D   

14 B 28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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