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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ps Institute’s
SKIL Framework
DevOps Institute is dedicated to advancing the human
elements of DevOps success through our human-centered
SKIL framework of Skills, Knowledge, Ideas and Learning.
We develop, accredit and orchestrate SKIL through
certifications, research, learning opportunities, events
and community connections.
Visit the
SM

at www.devopsinstitute.com to learn more.

Join Us!
Become a member and join the fastest growing global community of
DevOps practitioners and professionals.
The DevOps Institute continuous learning community is your go-to
hub for all things DevOps, so get ready to learn, engage, and inspire.
Visit https: www.devopsinstitute.com/become-a-community-member
to join today.

You be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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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Ops Foundation®
Examination Requirements
考试须知

©

DevOps Institute

DOFD v3.3 Examination Requirements

30 Sept2020

DevOps Foundation® Certificate
DevOps Foundation is a freestanding certification from DevOps Institute. The purpose
of the certification and its associated course is to impart, test and validate knowledge
of DevOps basic vocabular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The vocabulary terms, concepts
and practices are documented in the course learner materials. DevOps Foundation is
intended to provide individuals with an understanding of basic DevOps concepts and
how DevOps may be used to improve communication, collabora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software developers and IT operations professionals.
DevOps Foundation是DevOps Institute的一个独立认证。 该认证及其相关课程的目的是传授
、测试和验证DevOps基本词汇、原则和实践的知识。词汇、概念和实践都记录在课程学习材料
中。DevOps基金会旨在让个人了解DevOps的基本概念，以及如何使用DevOps来改善软件开
发人员和IT运营专业人员之间的沟通、协作和整合。

Eligibility for Examination （报考条件）
Although there are no formal prerequisites for the exam, DevOps Institute highly
recommends the following to prepare candidates for the exam leading to DevOps
Foundation certification:
• It is recommended that candidates complete at least 16 contact hours (instruction
and labs) as part of a formal, approved training course delivered by an accredited
Education Partner of DevOps Institute
虽然该考试没有正式的先决条件，但DevOps Institute强烈建议考生做好以下准备，以便通过考
试获得DevOps Foundation认证。
- 建议考生完成至少16个接触小时（教学和实验室），作为DevOps学院认可的教育合作伙伴提
供的正式、批准的培训课程的一部分。

Examination Administration （考试执行）
The DevOps Foundation examination is accredited, managed and administered under
the strict protocols and standards of DevOps Institute.
DevOps Foundation考试是在DevOps Institute严格的协议和标准下进行认证、管理和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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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of Difficulty （困难等级）
The DevOps Foundation certification uses the Bloom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both the learning content and the examination.
• The DevOps Foundation exam contains Bloom 1 questions that test learners’
knowledge of DevOps concepts and vocabulary terms
• The exam also contains Bloom 2 questions that test learner’s comprehension of
these concepts in context
•
DevOps基础认证在学习内容和考试的构建上都采用了Bloom分类学的教育目标。
- DevOps Foundation考试包含Bloom 1题，测试学习者对DevOps概念和词汇的了解程度。
- 考试还包含Bloom 2问题，测试学习者在上下文中对这些概念的理解

Format of the Examination（考试形式）
Candidates must achieve a passing score to gain the DevOps Foundation Certificate.
考生必须达到合格成绩才能获得DevOps基础证书。
Exam Type
试题类型

40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Duration
考试时间

60 minutes
以自己的母语作答时间为60分钟

Prerequisites
先决条件

It is recommended that candidates complete the DevOps Foundation
course from an accredited DevOps Institute Education Partner

40个选择题

建议考生从认可的DevOps学院教育合作伙伴处完成DevOps基础课程。

Supervised
监考
Open Book
开卷
Passing Score
及格分数
Delivery
监考方式
Badge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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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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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65%
Web-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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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 Topic Areas and Question Weighting （题目覆盖主题领域及问题占比）
The DevOps Foundation exam requires knowledge of the topic areas described below.
DevOps Foundation考试要求掌握以下主题领域的知识。
Topic Area
主题领域

Description
说明

Max
Questions
最大问题
5

DOFD – 1 Exploring DevOps
1 探索DevOps

Purpose, objectives and business
value of DevOps
DevOps的目的、目标和商业价值

DOFD – 2 Core DevOps Principles
2核心DevOps原则

The Three Ways
三种方法

4

DOFD – 3 Key DevOps Practices
3个关键的DevOps实践

Emerging DevOps Practices such
as continuous delivery and
continuous integration
新兴的DevOps实践，如持续交付和

7

持续集成。
DOFD – 4 Business & Technology
Frameworks
4 业务和技术框架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evant frameworks and
standards and DevOps
相关框架和标准与DevOps的关系

7

DOFD – 5 DevOps Values Culture, Behaviors & Operating
Models
5种DevOps价值观--文化、行为和运

Characteristics of a DevOps
culture and of culture change
DevOps文化的特征和文化变革的特

6

营模式

征

DOFD – 6 DevOps Values Automation & Architecting
DevOps Toolchains
6种DevOps价值观--自动化与架构

The Deployment Pipeline,
DevOps toolchains and other
automation considerations
部署管道、DevOps工具链和其他自

DevOps工具链。

动化考虑因素。

DOFD – 7 DevOps Values –
Measurement, Metrics &
Reporting
7种DevOps价值--测量、度量和报告

Common DevOps practices and
related processes
共同的DevOps实践和相关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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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FD – 8 DevOps Values: Sharing,
Shadowing and Reporting
8个DevOps价值。共享、影子和报告

Responsibilities of key roles and
considerations relative to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Getting
started - adoption challenges,
risks,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and
key performance measures
关键角色的责任和与组织结构有关的

4

考虑因素。开始 -- -- 采用的挑战、
风险、关键的成功因素和关键的业绩
衡量标准。

Concept and Terminology List （概念及术语表）
The candidate is expected to understand the following DevOps concepts and
vocabulary at a Blooms Level 1 and 2.
候选人应理解以下DevOps概念和词汇，达到Blooms 1和2级。
●
●
●

Agile Manifesto 敏捷宣言
Agile service management敏捷服务管
理
Agile software development 敏捷软件
开发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
应 用程序接口(API)
●

CALMS（文化（Culture）、自动化 （
Automation）、精益（Lean）、度量 （
Measurement） 、共享（Share）

●

Change failure rate变更失败率

●

Change fatigue 变革疲劳

●
●
●

Change lead time 变更前置时间
ChatOps 聊天室
Code commit代码提交

● Collabo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

协作与 沟通
Collective Body of Knowledge (CBOK)
集体 知识体系(Cbok)

●
●
●

Constraint 约束
Containers 容器
Continuous integration 持续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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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Immersion 沉浸
Impediment 障碍
Improvement kata 改善形
IT service management IT服务管理
Kanban 看板
Kubernetes
Kubler-Ross Change Curve Kubler-Ross
变化曲线

●

Lean production 精益生产

Lean thinking 精益思想
● Lean tools 精益工具
Lean types of Waste (DOWNTIME) 精 益
中浪费的类型(停机)
● Mean Time to Repair/Recover (MTTR)
平均维修/恢复时间(MTTR)
●
●
●

Microservices 微服务
Open source 开源
Organizational culture 组织文化
Organizational considerations 组织考
虑要点

●

Resilience engineering复原力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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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inuous delivery 持续交付

Scaled Agile Framework (SAFe) 大规

●

Continuous deployment 持续部署

●

Continuous testing 持续测试

●

Cultural debt 文化债务

●
●

模 敏捷框架(SAFe)
Scrum
Scrum roles, artifacts and events Scrum
角色、制品和事件

●
●

Service 服务
Shift left 左移

● Cycle time 周期时间
●

Deployment pipeline 部署流水线

●
●
●
●
●
●

Deployment frequency 部署频率
DevSecOps
DevOps
DevOps metrics DevOps 度量
DevOps stakeholders DevOps 利益相关
者
DevOps teams DevOps 团队

●

DevOps roles DevOps 人员角色

●
●

Dojo 道场
Employee Net Promoter Score (eNPS)
* 员工净促进得分(eNPS)

● Epics 史诗
● Flow 流
● Golden Circle 黄金圈
High-performing organizations 高效能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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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ian Army/Chaos Monkey 西米安军 队/
混乱猴子
●
●

Single Point Of Failure (SPOF) 单点故障
(SPOF)
Site Reliability Engineering 现场可靠性工
程

●
●
●
●
●

Test driven development 测试驱动开发
Testing(unit, acceptance, integration)
测 试(单元测试、验收测试、集成测试)
The Three Ways 三步工作法
Theory of Constraints 约束理论
Thomas-Kilmann
Conflict
Modes
Thomas-Kilmann冲突模式

●

DevOps toolchain DevOps工具链

●
●
●

Value stream mapping 价值流图
Velocity 速率
Waste 浪费

●

Waterfall 瀑布式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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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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要素应用程序设计

定义
一种用于构建现代的，可伸缩的，可维护的软

课程外观
持续交付架构

件即服务应用程序的方法。
两要素或两步身份验 两要素身份验证（也称为2FA或TFA）或两步身 Devsecops工程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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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B测试

将EUT的不同版本部署到不同的客户，并让客

持续交付架构

户反馈确定哪个是最好的。
A3问题解决

一种结构化的问题解决方法，使用一种称为A3

DevOps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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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问管理

基于定义的标准（例如，映射角色），授予对

Devsecops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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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问配置

访问供应是协调用户帐户，规则和角色形式的

Devsecops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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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测试

该测试的目的是确定最终用户测试（EUT）是

持续交付架构

否能够按预期处理管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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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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secops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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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捷

一种用于复杂项目的项目管理方法，该方法将 认证的敏捷流程所有者，
任务划分为小的工作“冲刺”，并需要频繁地重 认证的敏捷服务经理，站
点可靠性工程
新评估和调整计划。

敏捷（形容词）

能够快速轻松地移动；协调良好。 能够快速思

Devops[，Devsecops]

考和理解；能够解决问题并有新想法。
敏捷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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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捷企业

快速发展，灵活而强大的公司能够快速应对意 Devops[，Devsecops]
外的挑战，事件和机遇。

敏捷宣言

对价值和原则进行正式声明，以指导以迭代和 DevOps基金会
以人为中心的软件开发方法。
http://agilemanifest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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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点可靠性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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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捷原则
敏捷过程设计

敏捷宣言的十二项原则。

敏捷服务认证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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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捷流程改进

© DevOps 基金会

通过持续改进使敏捷价值与ITSM流程保持一致
敏捷服务认证经理
的敏捷SM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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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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Ops基金会
衡量单个流程的ITSM或其他类型的流程所有
者。

敏捷服务管理

确保ITSM流程反映敏捷价值的框架，并设计有 敏捷服务认证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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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捷服务管理工件

敏捷服务管理事件

敏捷服务管理角色

流程积压，Sprint积压，燃尽图，流程增量

敏捷流程所有者认证

Sprint审查，Sprint回顾 [（）， 冲刺），
敏捷流程所有者认证
Sprint*，冲刺 ， *** * * * * *，* * * * * * * * * *
*****************************
*******
流程所有者，流程改进团队（团队）和敏捷服

敏捷流程所有者认证

务经理。 另请参阅Scrum角色。
敏捷服务经理

操作等效于Dev的ScrumMaster。 IT组织中的

DevOps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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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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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自组织，跨职能团队之间的协作发展。 通常使 基础，DevSecOps工程
用Scrum或可扩展敏捷框架方法来应用。

亚马逊网络服务
（AWS）

Amazon Web Services（AWS）是一个安全 DevSecOps工程，站点可
靠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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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析工具

根据分析方法和标准以有组织的方式处理和呈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现测试结果。

安东

测试工程

系统使流水线工人有能力（而且还赋予他们权 持续交付架构
力）在发现缺陷时停止生产并立即寻求帮助。

反模式
© DevOps 基金会

通常重新发明但解决问题的方法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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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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Ops Foundation，站
点可靠性工程

故障的结果，系统的抗衰老能力得以增强。
API测试

应用程序性能管理
（A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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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M是对软件应用程序的性能和可用性的监视 现场可靠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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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测试
申请发布

一组协议，用于为特定的OS创建应用程序或作 Devops[，Devsecops]
为模块或应用程序之间的接口。
测试的目的是确定一个EUT的API是否按照
预期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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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交付架构

应用程序发布自动化 受控的连续交付管道功能，包括自动化（在提
持续交付架构
（ARA）或编排
交代码后释放）。
（A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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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交付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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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测试

验收测试驱动开发（ATDD）是一种做法，整

持续交付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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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evOps 基金会

DevOps Glossary of Term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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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evOps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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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

计算机硬件，软件或两者结合的基本基础设

Devsecops工程

计。
神器

软件开发项目中的任何元素，包括文档，测试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计划，图像，数据文件和可执行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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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括：JFrog Artifactory，Sonatype Nex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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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secops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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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计管理

使用自动化工具来确保产品和服务是可审核

现场可靠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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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证方式

验证断言身份的过程。 身份验证可以基于您知

Devsecops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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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权书
自动开发

向用户授予角色访问资源的过程。

Devsecops工程

Auto DevOps通过自动配置软件开发生命周

现场可靠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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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缩放

在保持成本控制的同时，能够根据流量和容量 持续交付架构
的变化自动，灵活地伸缩基础架构和缩小规
模。

自动回滚

如果在部署过程中检测到故障，则操作员（或 现场可靠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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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evOps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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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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门

后门绕过用于访问系统的常规身份验证。 其目

现场可靠性工程
Devsecops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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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压

系统要求，通常以“用户故事”的形式表示为产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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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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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secops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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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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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映利益相关者对正在进行的计划的参与的工
DevOps负责人
具。
图
行为驱动开发
（BDD）
超越预算

黑盒子

无责的尸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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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工具：黄瓜。

DevOps负责人

一种超越命令和控制的管理模型，而朝着更加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测试工程
授权和自适应的状态发展。
测试用例仅使用有关EUT外部可观察行为的知

现场可靠性工程

识。

© DevOps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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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半径

用于服务事件的影响分析。 当特定的IT服务失 现场可靠性工程
败时，用户，客户以及其他相关服务也会受到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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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测试的最后阶段带到现场生产。 软件在绿色环 测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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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seco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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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僚文化

官僚组织可能会使用在危机中可能不够用的标 DevOps负责人
准渠道或程序（West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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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交付架构

的总计算能力。
DevOps负责人

商业案例

根据预期的商业利益为拟议项目或事业的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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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可靠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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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转型

改变业务运作方式。 实现这一目标意味着要改

Devsecops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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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价值

关键业务KPI的方法的好处。

节奏
事件的流程或节奏。

© DevOps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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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静模型

Jez 提出John Damon [DevOps]：]，[，]， DevOps基金会
]，[DevOps约翰·威利斯，达蒙·爱德华兹]））
。

金丝雀测试

金丝雀（也称为金丝雀测试）是将代码更改推 持续交付架构，站点可靠
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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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量测试

该测试的目的是确定EUT是否可以处理预期的

持续交付架构

负载，例如用户数量，会话数量，聚合带宽。
捕获重播

萝卜
目标链

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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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激励措施，用于鼓励和奖励期望的行为。 Devsecops工程
Roman Pichler设计的一种方法，用于确保通 DevOps负责人
过产品开发过程在各个级别上都实现目标的链
接和共享。
添加，修改或删除任何可能影响IT服务的内

Devops[，Devsecops]

容。 （ITIL®定义）
变更失败率

度量失败/回滚更改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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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改提前期

从更改请求到更改交付的时间度量。

变革领导者发展模式 吉姆·坎特鲁奇（Jim Canterucci）的模式具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工程

DevOps基金会
DevOps负责人

有五个级别的变革领导能力。
更换管理层

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控制所有变更的过程。 （

责人，Devsecops工程

ITIL定义）
© DevOps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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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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Ops负责人
移到当前状态的方法

所需的未来状态。 包括管理变更人员以实现所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基于变更的测试选择
需业务成果的流程，工具和技术。
测试工程
方法
混沌工程
根据将测试属性与构建中更改的代码的属性相 现场可靠性工程
匹配的标准选择测试。

章节负责人

在生产中的软件系统上进行实验的纪律，以便 DevOps负责人
对系统抵御动荡和意外情况的能力建立信心。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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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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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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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回归测试

一种管理技术和业务运营的方法（由GitHub创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基础，DevOps测试工
程，站点可靠性工程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测试工程
持续交付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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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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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evOps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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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

© DevOps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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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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Ops测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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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群成本优化

诸如Kubecost，Replex和Cloudability之类

现场可靠性工程

的工具使用监视来分析容器集群并优化资源部
署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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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类

现场可靠性工程

一组计算机（称为节点或成员）作为群集一起 持续交付架构
工作，这些群集通过充当单个系统的快速网络
连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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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覆盖率。 代码单元可以是代码语句，代码分支 测试工程
或通过代码模块的控制路径或数据路径。

代码质量

另请参阅静态代码分析，Sonar和

现场可靠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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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码库

开发人员可以在其上提交和协作其代码的存储

Devsecops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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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码审查

软件工程师检查彼此的源代码以检测编码或代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码格式错误。

认知偏差

测试工程

认知偏见是客观思维的局限性，它是由于人脑 DevOps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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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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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ps[，Devsecops]

合作

人们与他人共同努力实现共同的目标。

合作文化

一种适用于每个人的文化，其中包含一种预期 持续交付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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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容性测试

测试目的在于确定和EUT是否与另一个EUT（例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如对等应用程序或协议）进行互操作。

配置管理

测试工程

配置管理（CM）是一个系统工程过程，用于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建立和维持产品性能，功能和物理属性与其在 基础，DevSecOps工程
整个生命周期中的需求，设计和操作信息的一
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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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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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Ops 基金会 ，德夫科
波普斯
的方式，包括运行该程序以进行开发，运输和

测试工程

部署所需的一切（代码，运行时，系统工具，
系统库，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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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可靠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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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装箱登记处

容器映像的安全和私有注册表。 通常，它允许 现场可靠性工程
从构建工具轻松上传和下载图像。 Docker
Hub，Artifactory，Nexus是示例。

容器扫描

在为应用程序构建容器映像时，工具可以运行 现场可靠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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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evOps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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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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Ops基金会
阶段。
（CD）

专注于确保软件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始终处于 开发运营基金会，敏捷运
可发布状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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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交付管道

负责指导持续交付流程的实施和最佳实践的人

工程，DevOps测试工程

员。
连续交付流水线是指分阶段对产品更改执行的 持续交付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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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交付阶段

持续部署

每个过程都在一个连续的交付管道中。 这些不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是标准的。 例如设计：确定实施变更；创建： 基础课程，DevOps负责
人
实施设计更改的未集成版本；整合：合并

一组实践，使通过自动测试的每个更改都可以

持续交付架构

自动部署到生产中。
连续流

将人员或产品从流程的第一步平稳地移动到最 Devops[，Devsecops]
后一步，而步骤之间的缓冲最少（或没有）。

连续的提高

基于Deming的“计划-执行-检查-行动”，该模

它 -第一）次

一种开发实践，要求开发人员至少每天至少将 Devops[ ， Devops] 负 责
其代码合并到主干或精通，并在每次提交代码 人

Devops[，Devops]，负
型可确保不断进行改进产品，流程和服务的工
责人，Devsecops工程
作。

时执行测试（即单元，集成和验收）。

© DevOps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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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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ops[，Devops]负责
馈循环的工具。 示例工具包括：Atlassian
人
Bamboo，Jenkins，Microsoft VSTS / Azure
DevOps，TeamCity。

[（CM）

这是与测试结果信息的日志记录，通知，警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报，显示和分析有关的一类术语。

测试工程

* （CT）

这是与在DevOps环境中测试和验证EUT有关的

开发运维

一类术语。
对话咖啡厅

对话咖啡厅是开放式的，可以在咖啡馆以及会 基础，持续交付架构，
议和教室中进行对话，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聚 DevOps测试工程
集在一起以了解我们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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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具有内部竞争力和分歧性。
负责人

栈

商用现货解决方案

关键成功因素（CSF）

为了使IT服务，流程，计划，项目或其他活动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成功，必须发生的事情。

CSI寄存器

Devsecops工程

测试工程

在整个生命周期中记录和管理改进机会的工具 DevSecOps Engineering
的DevOps Foundation的
（持续服务改进）。
认证敏捷流程所有者，认
证的敏捷服务经理

文化冰山

隐喻，可视化（在水面之上）和不可观察（在 敏捷服务认证经理
水线以下）文化元素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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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Ops负责人

为。
© DevOps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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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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Ops负责人
发的工具。 它是一个

当前状态图

区域图，描述了给定状态下的工作量，显示了 DevOps负责人
到达，排队的时间，排队的数量和出发。

客户可靠性工程师
（CRE）
周期

价值流图的一种形式，可以帮助您确定当前流

父亲可靠性工程

程的工作方式以及断开连接的位置。
当您学习SRE的原理和课程并将其应用于客户

Devops[，Devops]负责
人。

时，您将获得C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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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Ops基金会认证的敏

Sprint期间重新计划第二天的工作。

捷服务经理

图形显示汇总的测试结果。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数据丢失保护（DLP）

测试工程
防止从服务环境或组织内删除文件和内容的工
数据库可靠性工程师
现场可靠性工程
具。
（DBRE）
缺陷密度
现场可靠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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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的定义

交付节奏

单元中发现的故障数每个KLOC＃个缺陷，每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个更改＃个缺陷。
测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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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货包裹

© DevOps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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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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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明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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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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可靠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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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赖代理

对于许多组织而言，希望为经常使用的上游映 现场可靠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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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赖扫描

用于在开发和测试应用程序时自动在依赖项中 现场可靠性工程
查找安全漏洞。 Synopisis，Gemnasium，
Retire.js和bundler-audit是该领域中流行的工
具。

部署方式

将特定版本的软件安装到给定的环境中（例

Devops[，Devsecops]

如，将新的版本推广到生产环境中）。
可测试性设计

设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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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和管理DevOps交付运营模型的原 DevOps负责人
则。

开发人员

参与软件开发活动的个人，例如应用程序和软 Devops[，Devsecops]
件工程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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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测试

测试工程

被测设备是设备。 例如。 路由器或交换机正在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测试工程

测试中。

© DevOps 基金会

测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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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测设备（DUT）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DevOps Glossary of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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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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SecOps工程
[DevOps基金会] Dev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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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ops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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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Ops基础架构

[-德沃普] CT、CMCTCM，和和CI，CD。 工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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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Ops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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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可靠性工程

度的相应影响的指标。
DevOps工具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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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基础，DevSecOps工程

速，大规模地分发给拥有最高级别上下文的人
员。
软件修订版本存储在分布式修订版本控制系统 持续交付架构
分布式版本控制系统
（DRCS）中，也称为分布式版本控制系统
（DVCS）
（DVCS）。

© DevOps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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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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军事区（非军事
区）

用程序、服务器或服务（包括 API）通常放置在

vSecOps 工程

DMZ 中。并行有多个 DMZ 的情况并 不少见。

DevOps团队成员去进行实战训练的地方。这个
团队是自组织的，也就是说，成员们会先一起弄
道场

清楚他们需要哪些技能来完成一个预期的目标，

DevOps基金会

然后一起计划如何培养这些技能。

动态分析是测试应用程序，通过实时执行数据，目

动态分析

动态应用程序安全测
试 （DAST）

茄子

的是在应用程序运行期间检测缺陷，而不是通过脱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机重复检查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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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应用程序的自动化 功能和回归测试。由测试
DevOps 测试工程

工厂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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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性基础设施

扩展 或削减容量和服务的能力

连续交付架构

基础设施的稳定性、性能、安全性、治理或
合规性协议。

用于快速简单地定义流程、产品 、服务、组织
电梯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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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控制模型，其中决策基于观察和实验（而不
经验过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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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工净促进者分数 （eNPS） 是组织衡量员工忠
enps

© DevOps 基金会

诚度的一种方式.净促进者分数最初是客户服务工

DevOps 基金会，

具，后来在 内部用于员工而不是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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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交付架构，

这些术语通常缩写为"x"表示正在测试的实体类型

DevOps 测试工程

的窗体xUT。

© DevOps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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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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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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里克森（心理社会发
展阶段）

八个阶段。在每个阶段，患者都经历一场心理社会 DevSecOps 工程
危机，这种危机对人格发展有积极或消极的结果。

错误预算提供了一个清晰、客观的指标，用于确定
错误预算

服务在特定时间段内不可靠。

错误预算策略枚举团队在特定时间段中用尽特定
错误预算策略

错误 跟踪

外部自动化

早失败

经常失败

故障率

假阴性

误报

功能切换

© DevOps 基金会

服务的错误预算时采取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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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点可靠性工
程

站点可靠性工
程

旨在减少辛劳的服务外的脚本和自动化。

站点可靠性工
程

DevOps 原则，指的是在开发和交付管道中尽早

连续交付架构，

发现关键问题的偏好。

DevOps 测试工程

DevOps 原则，强调优先尽可能快且经常发现关

连续交付架构，

键问题。

DevOps 测试工程

单位时间未判决。

DevOps 基础， 连续的
Deliv ery 架构，

当 EUT 实际通过测试的目的时，测试错误地报告"

连续交付架构，

失败"的判断。

DevOps 测试工程

当 EUT 实际上未能达到测试目的时，测试错误

连续交付架构，

地报告了"通过"的判断。

DevOps 测试工程

使用软件交换机隐藏或激活功能的做法。这 可实

DevOps 基础、连续交

现与选定的利益干系人持续集成和测试功能。

付架构、DevOps 测试
工程

DevOps Glossary of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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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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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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SecOps 工程

或 OAuth 身份验证我chanisms。
计划中的故障 测试过程侧重于 实时服务的操作，
消防钻头

包括服务故障测试以及通信、文档 和其他人为 因
素测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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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端到端价值流的地图 形式。此视图通常

价值流

框架

站点可靠性工
程

DevOps 基金会，
DevOps 领导者，
DevSecOps 工程

在企业中不可用。

DevOps 领导者

用于插入工具的骨干。启动自动任务，从自动任

连续交付架构，

务中收集结果。

DevOps 测试 工程

一个核心的文化价值，与自我管理的自由（如
自由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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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价值 流图形式，可帮助您开发和传达目标结
未来状态图

束状态的外观以及如何处理必要的更改。

DevOps 领导者

模糊或模糊测试是一种自动软件测试实践，将无
模糊

效、 意外或随机数据输入应用程序。

DevSecOps 工程

定义并取得所有 CD 管道阶段之间促进的更改标
门控提交

© DevOps 基金会

准的共识，例如：开发到 CI 阶段/CI 到打包/交付 连续交付架构
阶段/ 交付到部署/生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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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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ps）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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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文化观点，其中 长期成果是首要重点，这反
基因性

玻璃+盒子

全局流程所有者

过来又推动投资与合作，使一个组织能够取得这些 DevSecOps 工程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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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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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
区域流程经理。
测试的目的是确定 EUT 的性能边界，使用增量应

目标=寻求测试

黄金圈

力，直到 EUT 达到最佳性能。例如，确定可以处

连续交付弧线，

理的最大吞吐量，而不会出错。

DevOps 测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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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拟机 （VM）、虚拟桌面 、服务器或硬盘驱动

黄金图像

器的模板。（技术目标）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丹尼尔·戈勒曼（2002年）创立了六种领导风格，
戈勒曼的六种领导风
格

© DevOps 基金会

在他的研究中发现，领导者在任何时间都使用这

DevOps 领导者

些 风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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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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理、风险管理和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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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C）

DevSecOps 工程

动的团队。最常见的是 n技术业务分析师 资源。

灰色+框

测试用例对 EUT 的内部设计结构了解有限。

GUI 测试

测试的目的是 确定图形用户界面是否按预期运
行。
一个"兴趣社区"团体，欢迎任何人，通常 跨越整

行会

手关

个组织。 类似于实践 社区。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DevOps 基金会，
DevOps 领导者

将特定任务的责任从一个个人或团队转移到另一

DevOps 基金会，

个个人或团队的过程。

DevOps 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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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化

安装适当的安全工具，保护服务器或基础结构

DevSecOps 工程

环境的安全。

头盔图表是描述相关库伯内特资源的方式。工件
头盔图表注册表

和代码新鲜 支持用于维护赫尔 姆图表的主记录的
注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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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点可靠性工
程

具有高度信任文化的组织鼓励良好的信息流、跨职
高信任文化

© DevOps 基金会

能协作、分担责任、从失败中学习和新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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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资源 可扩大规模，以增加处理量。例如，添
水平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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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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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幂等

定义为代码或声明，并自动执行必要的步骤，以

连续交付架构

一致实现定义的状态时间— 之后after-时间。
数字系统识别的人 、设备或两者的组合的唯一名
身份

身份和访问管理
（IAM）
服务身份（IDAAS）

称。也称为"帐户"或"用户"。

DevSecOps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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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云或 订阅提供的身份和访问管理 服务。

生成映像是预先分配的测试用例。通过匹配生成
基于图像的测试选择 方
生成的映像更改，为生成选择测试用例。
法

DevSecOps 工程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一种学习方法 ，指导团队进行辅导和实践，帮助他
沉浸式学习

们以新的方式学习工作。

DevOps 领导者

不可变对象是在创建其状态后无法修改其状态的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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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实例化实例化实例（服务器、容器等），
不可更改 的基础架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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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交付架构，现场可
靠性工程

保正确的行为。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障碍

任何阻止团队成员尽可能高效地完成工作的事情。

有者 、经过认证的敏捷
服务经理、DevOps 基
金会

障碍（Scrum）

© DevOps 基金会

任何阻止团队成员尽可能高效地完成工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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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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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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进卡塔

的方式做事。组织的文化可以通过其一致的角色

DevOps 基金会

建模、教学和辅导来将其描述为其 Kata。

旨在激励员工完成任务 以实现目标的系统。系统
激励模型

可能会对动机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IT 服务的任何计划外中断或 IT 服务质量降低。
事件

包括中断或可能中断服务的事件。（ITIL 定义）

DevSecOps 工程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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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 管理

（ITIL 定义）。涉及捕获服务事件的谁、什么、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Engineering

何时发生，以及继续使用此数据以确保服务级别

， 现场可靠性工程

目标得到满足。

处理和管理安全漏洞或攻击的后果（也称为事
事件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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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的有组织的方法。目标是以限制损害和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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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量推出

© DevOps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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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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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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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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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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的目的是验证 EUT 操作的框架。例如，验证

基础设施测试

目标环境中的特定操作系统 实用程序功能。

基础设施=作为+服务‐
（IaaS）

按需访问可配置计算资源的共享池。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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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成开发环境
（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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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SecOps 工程

一个或多个现有和兼容的应用程序中。（技术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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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基于 Web 的无线服务连接到 Internet 并可
物联网

内部自动化

能相互的物理设备网络。
脚本 和自动化作为服务的一部分提供，旨在减少
辛劳。
Bill Wake 创建了一个半音，以提醒高质量的用

投资

户故事的特征。

ISO 31000

提供风险管理原则和通用准则的一系列标准。

©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准和约定、逻辑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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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服务管理的国际标准。ISO/IEC 20000 用于审
ISO/IEC 20000

核和认证服务 管理功能。

在整个软件开发生命周期中捕获、跟踪和解决
问题管理

Bug 和问题的过程。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用于 IT 服务管理的最佳实践出版物集。出版于一
IT 基础设施库 （
ITIL）

IT 服务
IT 服务管理 （ITSM）

i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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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
转型、服务运营和持续服务改进。

从 IT 组织提供给客户的服务。
实施和管理满足业务需求的高质量 IT 服务。（ITIL
定义）

DevOps 基金会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站点可靠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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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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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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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evOps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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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 三角是人类互动的社会模式。三角形映射了
卡普曼戏剧 三角

关键指标

关键性能指标

冲突中的人之间可能发生的破坏互类型。

DevOps 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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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衡量关键成功因素成就的关键指标。KPI 是

经过认证 的敏捷流程所

关键成功因素的基础，以百分比衡量。

用于衡量关键成功因素成就的关键指标。KPI 是
关键性能指标
（KPI）

关键字=基于

知识 管理

已知错误

关键成功因素的基础，以百分比衡量。（ITIL 定
义）

DevOps 领导者

有者，认证敏捷服务经
理
DevOps 基金会认证 Ag ile
服务经理

测试用例使用引用可用于测试的程序的预定义

连续交付架构，

名称创建。

DevOps 测试工程

确保正确信息 在正确的时间传递到正确地点或人

德沃普
基金会， DevSecOps 工
程

员的过程，以便做出明智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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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科尔布于1984年出版了他的学习风格模型;他
科尔布的学习风格

的体验式学习理论 在两个层次上起作用：一个 四

DevOps 领导者

个阶段 的学习周期和四个独立的学习 风格。
John Kotter 描述了对双操作系统需求，该系统将
科特的双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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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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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贝内德斯

站点可靠性 工

计， 现在由云本机计算基金会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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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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服务类别，提供实验室 ，使客户无需构建
实验室=作为=a‐
服务 （LaaS）
拉卢克斯 （文化模
型）

和维护实验室基础设施的复杂性即可测试应用程
序。

弗雷德里克·拉卢克斯创造了一个理解组织文化的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DevSecOps 工程

模型。
延迟是通信消息时发生的延迟，时间

延迟

消息在接收初始请求（例如服务器接收请求）和客 站点可靠性工
户端接收响应 之间 "按线"进行。
程

彼得·森格在他的著作《第五条学科》中概述了11
系统思维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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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益

精益（形容词）

DevOps 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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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用的，经济实惠的。缺乏丰富或 富足。

DevOps 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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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整体客户价值。

精益画布

精益画布是一个 1 页的商业计划模板。
战略性地将精益生产背后的关键理念应用于整个

精益企业

精益

企业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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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益制造

精益生产理念主要源自丰田生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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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evOps 基金会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DevOps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DevOps 领导者

发的挑战。
通过消除"浪费"和减少 "缺陷"，将精益制造和六西

精益六西格玛

DevOps 领导者

格玛的概念相结合的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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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以最有效的方式开发业务或产品的系统，以
精益创业

降低故障风险。

DevOps 领导者

精益思维的目标是以更少的资源、更少的浪费为客
精益思维

户创造更多的价值。废物被视为任何不增加工艺价

认证敏捷服务经理

值的活动。
使用 Blackduck 和 概要等工具，检查依赖项的
许可证扫描

许可证是否与您的应用程序兼容， 并 批准或将

站点可靠性工
程

其列入黑名单。
约翰·利蒂的一个定理指出，固定系统中客户的
小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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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测试应用、测量系统行为和负载下 性能
负载运行器

连续交付架构，

的工具。由惠普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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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管理和便利生成、传输、分析、存储、存档
日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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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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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井

逻辑炸弹（渣码）

长寿测试

机器学习

© DevOps 基金会

应、错误或状态代码。洛斯塔什和纳吉奥是受欢
迎的例子。
满足编程条件时用于对系统造成伤害的 一串
恶意代码 。

站点可靠性工
程

DevSecOps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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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从数据中学习的算法的 数据分析。

DevOps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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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程序，旨在访问计算机系统，通常为某些第
恶意 软件

三方的利益，未经用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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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署之间的平均时间

用于测量部署频率。

DevSecOps 工程

DevSecOps 工程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CI 或 IT 服务可以不间断地执行其商定功能的平均
平均故障之间的时间
（MTBF）

检测缺陷平均时
间 （MTTD）

平均发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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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交付架构、DevOps
检测故障组件或设备所需的平均时间。

基础、DevSecOps 工程
、现场可靠性工程

漏洞或软件错误/缺陷在识别之前存在多长

DevSecOps 工程

时间。
发现漏洞后，将修补程序应用于环境需要多长时
平均修补时间

间。
修复故障组件或设备所需的平均时间。MTTR

平均维修 时间
（MTTR）

平均分辨率时间
（MTTRe）

平均恢复服务时
间 （MTRS）

心理模型

合并

©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不包括恢复或恢复服务所需的时间。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生产影响问题 需要多久才能解决。

DevSecOps 工程，现场可
靠性工程

用于测量从 CI 或 IT 服务发生故障到完全还原并

DevOps 基金会，

交付其正常功能（ 停机时间）的时间。通常用于

DevSecOps 工程， 现场
可靠性工程

测量可维护性。（ITIL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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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软件集成在一起的操作将一起转换为软件版

连续交付架构，

本管理系统。

DevOps 测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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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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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SecOps 工程

这是一类与用于监视产品或基础结构运行状况的

连续交付 架构，

测量相关的术语。

DevOps 测试工程

一种软件体系结构，由通过 API 交互的小型模块
微服务

心态
最低关键活动

最低可行产品

组成，可以在不影响整个系统的情况下进行更
新。

DevOps 基金会

一个人通常的态度 或精神状态就是他们的心态。

DevOps 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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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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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拟是一种以受控方式模拟真实方法 /对象行为
模拟对象

的方法/对象。模拟对象用于单元测试。通常，测

连续交付架构，

试下的方法调用其中的其他外部服务或方法。这

DevOps 测试工程

些称为依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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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

模型=基于

监测

监控工具

© DevOps 基金会

用于处理特定类型的事务的预定义步骤。

DevSecOps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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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硬件或软件组件来监视系统 资源和计算机服

站点可靠性工
程

务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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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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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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

和输出、数据处理、错误处理和用户界面）都

连续交付架构

是交织在一起的，而不是包含体系结构上独立
的组件的 than。

多重 身份验证

多云‐cloud

网络可靠性工程师
（N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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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云DevOps 解决方案提供‐ 对开发和测试环

DevSecOps 工程

连续交付架构

境的按需多租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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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大脑形成和重组突触连接的能力，特别是在
神经可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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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可用于判断系统操作的标准的要求，而不是
非功能 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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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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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站点可靠性工
可用性和可靠性等非功能性方面。
程

正在测试的对象
（OUT）

EUT 是一个软件对象或对象类。

目的

过程的目标或 目标。
可观察性侧重于尽可能多地外化有关整个服务的

可观

© DevOps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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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使我们能够推断该服务的当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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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用电话意味着有人在设定的时间段内 有空， 并
通话中

开源

运营级别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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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及其 源代码一起分发，以便最终用户组织和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供应商可以出于自己的目的对其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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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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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操作）

和服务台分析员等系统和服务所需的日常业务活

连续交付架构

动的个人。

执行在商定的级别交付和支持 IT 服务和支持 IT
运营 管理

基础结构所需的日常 活动的功能。 （ITIL）

DevSecOps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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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 退休金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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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构建自动化的方法， 它将多个工具连接或"协
编排

调"在一起，形成工具链。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共同的价值观、假设、信念和规范体系，将组织成
组织文化

组织模型

组织 变革

员团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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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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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者

DevOps 领导者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一种将服务器拆分为多个分区（称为"容器"或"虚拟
操作系统虚拟化

© DevOps 基金会

环境"）的方法，以防止应用程序相互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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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预期结果或实际结果。
流程活动（如信息、计划、文档、记录、报告等）

输出

产生的交付成果。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经过认证的 敏捷流程所
有者

软件包、工件及其相应元数据的存储库。可以存
包注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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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面

补丁
修补程序管理

病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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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点可靠性工
程

旨在解决（缓解/补救）错误或弱点的软件更新。

DevSecOps 工程

识别和实施修补程序的过程。

DevSecOps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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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计算机系统进行的授权模拟攻击，该攻击可寻
渗透测试

找安全漏洞，从而可能访问系统的功能和数据。

人员变动

专注于改变员工的态度、行为、技能或绩效。
测试的目的是确定 EUT 满足其系统性能标准，或确

性能测试

计划

DevOps 领导者
连续交付架构，

定 系统的性能能力。

DevOps 测试工程

正式的、经过批准的文档，用于描述实现结果所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

需的功能和资源。

流程管理和改进的四阶段周期由 W. Edwards
计划-执行检查-行为

DevSecOps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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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计算服务类别，提供一个平台，使客户能够开
平台=作为+a服务
（PaaS）

© DevOps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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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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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流程‐工具和其他工具之间的预编程集成。例
插件

政策

政策

如，许多工具提供插件来与 Jenkins 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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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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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交付 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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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作为代码

实施后审查 （PIR）

可能可发货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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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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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完成"的工作，如果这样做有意义，可以被
释放。
这是一类术语，它是指在集成到主干分支之前在

飞行前 +飞行

EUT 上执行的活动和进程的名称。

事件 、问题或变化的相对重要性;基于影响和紧迫
优先

性。（ITIL 定义）

DevSecOps 工程

经过认证的敏捷服务经理，
DevOps 基金会
经过认证的敏捷服务经理，
Devops 基金会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通过保护、管理和监视特权帐户和 访问权限，帮
特权访问管理
（PAM）

助组织提供对关键资产的安全特权访问并满足合规 DevSecOps 工程
性要求的技术。（加特纳）

问题

一个或多个事件的根本原因。（ITIL 定义）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步骤‐+by +步骤说明，说明如何在流程中执行活

认证敏捷服务经理

程序

动。

© DevOps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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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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

过程B acklog

客户有价值的特定输出的相关工作活动。

对于流程（包括当前和未来要求）需要设计或改进

经过认证的敏捷服务经
理，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认证敏捷服务经理

的所有内容的优先级列表。
专注于标准 IT 流程的更改，如软件开发 实践、ITIL

流程更改

流程、变更管理、审批等。

流程客户

进程输出的接收者。
设计或重新设计流程并确定 如何最好地在整个组

DevOps 领导者

认证敏捷服务经理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

流程改进团队

织中实施新流程的个人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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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色负责流程的整体质量。可以分配给执行流程

DevOps 基金会，

管理器角色的同一个人，但两个角色在较大的组

DevSecOps 工程，认证

织中可能是分开的。（ITIL 定义）

敏捷服务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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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程所有者

流程所有者

确定流程的目标、 目标、投入、成果、活
流程规划会议

动、利益相关者、工具和其他方面的高级别

认证敏捷服务经理

活动。此会议未进行时间框。
流程供应商

流程输入的创建者。

认证敏捷服务 经理

一个或多个输入通过制造或开发过程转化为成品
处理时间

的期间。（商业词典）

系统的功能和非功能 要求的优先级列表通常以用
产品积压工作

© DevOps 基金会

DevOps 领导者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经过认证的敏捷

户情景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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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最大化产品价值和管理产品积压工作的个

产品所有者

人。优先级、整理和拥有积压 工作。给球队目标
。

认证敏捷服务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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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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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用于预配基础结构的平台 的工具（例如，木

DevOps 领导者

预配平台

偶、厨师、盐）。
心理安全

QTP

质量管理

拉基矩阵

心理安全是团队对人际冒险安全的共同信念。

DevOps 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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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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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角色和责任映射到流程或项目的活动。
用于测试桌面、基于 Web + 和移动应用程序的

拉诺雷克斯

DevOps 测试工程

GUI测试自动化框架。由拉诺雷克斯许可。

DevOps 测试工程

站点可靠性工
程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
DevOps 测试工程

加密用户设备上的文件
网络的存储设备。恢复访问权限
勒索软件

对于加密文件，用户必须向网络罪犯支付"赎金

DevSecOps 工程

"，通常通过 难以追踪的电子支付方式（如比特
币）。

回归测试

测试的目的是确定 EUT 的新版本是否损坏了以前

连续交付 架构，

有效的东西。

DevOps 测试工程

测试的目的是确定 EUT 是否符合特定的法规要
法规合规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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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evOps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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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交付架构、DevOps
释放

发布验收标准

发布候选

在生产环境中构建、测试和部署的软件。

发布包的可测量属性，用于确定发布候选版本是否

基础、DevSecOps 工程

连续交付架构，

可以部署到客户。

DevOps 测试工程

已 为部署准备的发布包可能已通过，也可能未通

连续交付架构，

过该版本。

DevOps 测试工程

发布治理是所有关于控制和自动化（安全性、合
发布 治理

发布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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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发布 并支撑持续交付和部署管道的过程。

站点可靠性工
程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通常 为部署管道，用于检测任何会导致生产问题
发布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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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点可靠性工
程

协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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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测试原则，强调在最重要的测试和测试结果上 连续交付架构，
关联

可靠性

优先考虑 f ocus

DevOps 测试工程

衡量服务、组件或 CI 可以不间断地执行其商定功

DevOps 基金会，

能的时间。通常以 MTBF 或 MTBSI 进行测量。（
ITIL 定义）
测试的目的是确定整个系统在长时间内在紧张和

可靠性测试

加载的条件下 是否按预期运行。

解决 DevOps 进程中发现的问题的操作。例如，
修复

© DevOps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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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救计划

更改请求 （RFC）

确定更改或释放失败后要执行的操作的计划。（
ITIL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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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 管理

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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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对更改和事件具有容忍性的环境或组织。

响应时间是用户发出请求直至收到响应时的总时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DevOps 基金会

站点可靠性工
程
DevSecOps 工程，现场可
靠性 工程

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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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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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静的 API

RESTful 接口测试

投资回报 （ROI）

查看应用

返工

© DevOps 基金会

系统快速可靠地访问和使用无状态操作（GET、

连续交付架构

POST、PUT、DELETE 等）对资源进行文本表示
（XML、HTML、JSON） 。

测试的目的是确定 API 是否满足其设计 标准和

连续交付架构，

REST 体系结构的期望。

DevOps 测试工程

所获得的利益与实现该收益的成本之间的差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额，以百分比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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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纠正缺陷 （浪费）所需的时间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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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可靠性工
程
DevOps 领导者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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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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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导致伤害或损失或影响组织实现其目标的能
风险事件

风险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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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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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SecOps 工程

处理风险（补救、减少或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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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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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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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
（RBAC）
回滚=返回
根本原因 分析 （RCA
）

限制系统访问授权用户的方法。

已集成的软件更改将从集成中删除。

采取措施确定问题或事件的根本原因。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DevSecOps 工程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坚固开发 （DevOps） 是一种在连续交付管道中
坚固的 开发 （开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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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Ops 基金会

范围。

© DevOps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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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固耐用的 DevOps 是一种在连续交付管道中尽
坚固的 DevOps

早包含安全实践的方法，用于 提高网络安全、速

连续交付架构，

度和质量，超出 DevOps 实践单独产生的范围。

DevOps 测试工程

服务顺利运行所需的过程集合。以前手动的性
运行手册

质，他们现在通常自动化的工具，如安西布尔。

运行时应用程序自我

在利用漏洞之前，主动 moni tor 并阻止生产环境

保护 （RASP）

中的威胁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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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伸缩性是服务的特点， 它描述了在增加或扩展

可 伸缩 性

负载下应对和执行任务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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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点可靠性工
程

站点可靠性工
程
连续交付 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站点可靠性工
程

DevOps 基金会

神经科学中关于人们社交方式的重要发现摘要。
DevOps 领导者

围巾模型

调度

计划：将变更发布到生产中的计划流程。

DevOps 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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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rum

的结构，使团队能够专注于创新，解决本来是 无

经过认证的敏捷服务经理，
DevOps 基金会

法逾越的问题
挑战。（Scrum.org）
Scrum 项目
Scrum 组件

Scrum 事件

Scrum 指南

© DevOps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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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角色、事件、工件和将它们绑定在一起

认证敏捷服务经理

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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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rum 概念和实践的定义，由肯·施 瓦伯和杰
夫 ·萨瑟兰编写。
DevOps Glossary of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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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um 支柱

Scrum 角色

维护 Scrum 框架的支柱，包括：透明度、检查和
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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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

一个自我组织、跨职能的团队，使用 Scrum 框架
Scrum 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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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套基本价值观和品质支撑着Scrum框架：承

Scrum 值

诺、专注、开放、尊重和勇气。

DevOps 基金会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认证敏捷服务经
理

为 Scrum 提供流程领导（即确保了解和遵循
Scrum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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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密检测旨在 防止该敏感信息（如密码、身份验
秘密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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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密管理是指用于管理 数字身份验证凭据（机
秘密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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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点可靠性工
程

统的其他敏感部分。
安全自动化通过保护整个交付管道中使用的 工
安全自动化

安全（信息安全）

具 ，消除了人为错误（和故意破坏）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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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安全性自动化并构建到 DevOps 工具和实践
安全性为代码

© DevOps 基金会

中， 使其成为工具链和工作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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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的目的是确定 EUT 是否满足其安全要求。例

连续交付架构，

安全测试

如，确定 EUT 是否正确处理 登录凭据的测试。

硒

连续交付架构，
适用于软件测试GUI 和 Web 应用程序的热门开源
DevOps 测试工程
工具。
自我修复意味着服务和底层环境自动检测和解决问

自我修复

题的能力。它消除了人工干预的需要。

DevOps 测试工程

站点可靠性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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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组织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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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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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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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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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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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促进客户希望实现的结果，而无需承担特定
服务

成本和风险， 为客户提供价值的方法。

站点可靠性工
程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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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目录

服务设计

© DevOps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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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商和用户之间的单点联系。"现在服务"
服务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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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服务提供商与其客户之间的书面协议，确定双
服务级别协议
（SLA）

DevOps 基金会

方的关键服务目标和职责。SLA 可能涵盖多个服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DevOps 基金

务或客户。（ITIL 定义）

会、站点再责任工程

SLI 用于传达有关服务的定量数据，通常用于测量

服务级别指示器
（SLI）

服务对 SLO 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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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O 是产品或服务应运行良好的目标。SLO 的设

站点可靠性工
程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

服务级别目标
（S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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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调整个生命周期中管理服务提供商服务的所有
服务管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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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操作

ITIL 核心出版物之一和服务生命周期的一个阶段。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

DevOps 基金会

向一 个或多个内部或外部客户提供服务的组织。
服务提供商

服务请求

DevOps 基金会

（ITIL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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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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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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独特的"支柱" 为 DevOps 系统奠定了基础，
DevOps 的七大支
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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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交付架构

性基础架构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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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向左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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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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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Ops 测试工程
可。
西米安军队是由 Netflix 设计的一套导致故障的工

西米安军

具。最著名的例子是混沌猴子，它随机终止生产中 站点可靠性工
程
的服务，作为混沌工程方法的一部分。
该 学科包含软件工程的各个方面，并将其应用于

站点可靠性工程
（SRE）

基础结构和操作问题。主要目标是创建可扩展且高 站点可靠性工
程
度可靠的软件系统。
单点故障(SPOF)是指系统中的一个部分，如果它

单点故障(SPOF)

六西格玛

智能目标

发生故障，将使整个系统停止工作。

DevOps基金会

严格的数据驱动方法，通过测量标准偏差来减少缺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陷。
有者
具体、可衡量、可实现、相关和有时限的目

德沃普 基金会

标。
一组基本功能测试，在构建软件组件后立即运

连续交付架构，

烟雾测试

行。与 CI 回归测试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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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储和共享代码片段，允许围绕特定代码段进行
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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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evOps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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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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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交付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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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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网络 架构方法，它
软件定义网络 （S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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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作为+服务‐
（SaaS）

源代码工具

Spotify 小队模型

以订阅为许可软件的云计算服务类别。

DevOps 测试 工程
DevOps 基础、连续交
付架构、DevOps 测试
工程

用于控制关键资产（应用程序和基础结构）的源

DevOps 基金会，

代码的存储库作为单一的真理来源。

DevOps 领导者

一种组织模型，可帮助大型组织中的团队像 初创

DevOps 基金会，

公司一 样运行， 并且具有灵活性。

DevOps 领导者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冲刺

2 ~‐4 周的期间，在此期间，产品工作增加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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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rint 的目的和目标，通常表示为要解决的业务问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冲刺目标

题。

有者，认证敏捷服务经
理

定义 Sprint 目标、将在冲刺 （sprint） 期间完成
冲刺计划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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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evOps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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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到 3 小时时箱事件，团队在其中查看上次冲刺
冲刺回顾

（Sprint），并确定下一个冲刺 （Sprint） 的改进
并确定其优先级。
4 小时或更短的时间框事件，团队和利益干系人检

冲刺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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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认证敏捷服务经
理

在用户不知情 的情况下安装在计算机中的软件，
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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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组织、项目或 IT 服务感兴趣的人员。利益相关
利益 相关 者

者可能包括客户、用户和供应商。（ITIL 定义）
。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服务接受更改 的敏感性以及系统更改可能造成的
稳定性

负面影响。服务可能具有可靠性，因为如果功能长 站点可靠性工
时间 ，但 可能不容易更改，因此没有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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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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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的目的是检测源代码逻辑错误和遗漏，如内
静态代码分析

状态页

棒

存泄漏、未使用的变量、未使用的指针。

能够轻松地将服务状态传达给客户和用户的服务
页面。
消极的激励，劝阻或惩罚不受欢迎的行为。
一个特殊的安全领域，用于保护数据存储系统和生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DevSecOps 工程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 工程
站点可靠性工
程
DevSecOps 工程

存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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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evOps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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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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至4 周时间盒的 Sprint， 在此期间完成流程规划

战略冲刺

结构变化

会议期间定义的战略元素，以便团队能够继续设计

DevOps 领导者

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有者，认证敏捷服务经
理

流程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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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提供 IT 服务所需的商品或服务的外部（第三
供应商

方）供应商、制造商或供应商。

DevOps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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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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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的目的是确定整个系统在预期配置中是否按

连续交付架构，

系统测试

预期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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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记=基于测试选择方
法
目标操作模型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测试和代码模块是预先分配的标记。为生成匹配

连续交付架构，

的预分配标记选择‐测试。

DevOps 测试工程

所需状态的说明

DevOps 领导者

组织的运营 模式。
一种新兴的组织范 式，它提倡意识水平，包括组
蒂尔组织

织运作中所有以前的 世界观点。

DevOps 领导者

衡量团队如何协同工作。包括团队文化、沟
团队动态

© DevOps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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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经济范式转变是卡洛塔·佩雷斯所设想的一
技术经济 范式转变

般、 基于创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

遥测是收集远程或无法访问点的测量或其他数
遥测

测试架构师

测试项目存储库

测试活动

据，并自动传输至接收设备进行监测。

负责为 EUT 定义总体结束to测试策略的人。

DevOps 领导者

站点可靠性工
程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连续交付架构，

用于测试的文件 数据库。

测试活动可能包括一个或多个测试会话。

测试步骤集以及数据和 配置信息。测试用例具有
测试用例

测试 EUT 至少一个属性的特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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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Ops 测试工程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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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驱动开发 （T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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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交付架构、DevOps 基
础、DevOps 测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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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持续时间

© DevOps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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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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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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速度快

测试框架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连续交付架构，
一种CT原则，指的是加速测试。

DevOps 测试工程

一组 流程、过程、抽象概念和环境，用于设计和

连续交付架构，

实施自动化测试。

DevOps 测试工程

一种使测试自动化 的工具。它是指执行 测试所需
测试线束

测试 层次结构

的系统测试驱动程序和其他支持工具。它提供与

连续交付架构，

所测试软件交互的小程序的存根和驱动程序 。

DevOps 测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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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交付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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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结果存储库

测试结果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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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交付架构，

用例和代码模块。

DevOps 测试工程

测试角色

测试脚本

测试 选择方法

测试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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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自动测试用例。单个测试脚本可以根据数据实现一 连续交付架构，
个或多个测试用例。

DevOps 测试工程

此类术语是指用于选择要在 EUT 版本上执行的测

连续交付架构，

试的方法。

DevOps 测试工程

一组在特定时间在单个生成中一 起运行的一个或

连续交付架构，

多个测试套件。

© DevOps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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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交付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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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趋势

判决的历史。

测试类型

指示测试用途的类。

连续交付架构，

测试版本

用于测试特定生成的文件的版本。

连续交付架构，

测试

测试工具

DevOps 测试 工程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负责测试系统或服务的个人。

在传递生成之前验证代码质量的工具。

DevOps 测试工程

DevOps 测试工程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DevOps 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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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流程

便他们能够做出可能的最佳决策。不遵守建议会

DevSecOps 工程

破坏信任， 不必要地给业务带来风险。

以审计为中心的视角只关注法规遵从要求的"框框
复选框陷阱

"，而不考虑 总体安全目标的情况。

DevSecOps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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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力量

（TED） 提供创造者、挑战者和教练的解药作

DevOps 领导者

用，以及更积极的应对生活挑战的方法。

DevOps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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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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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阻碍实现目标，然后系统地改进限制，直到
约束理论

托马斯·基尔曼库
存 （T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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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量某人在某些冲突情况下的行为选择。

德沃普 基金会

行为人或自动执行者，对系统采取行动，意图损
威胁代理

害或危害该系统。有时也称为"威胁参与者"。

DevSecOps 工程

是指检测、报告和支持响应攻击的能力。入侵
威胁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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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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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胁情报

关的"妥协指标"，以及描述如何补救给定威胁行动

DevSecOps 工程

的"行动方案"。

一种对潜在威胁进行排名和模型的方法，以便可
威胁 建模

以在潜在威胁所涉及到的应用程序价值上下文中

DevSecOps 工程

理解和缓解风险。
从构思想法到 客户可获得想法之间的时间段。
DevOps 领导者

上市时间

价值时间

时间跟踪

时间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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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许针对 单个问题或其他工作或项目类型的跟踪

站点可靠性工
程

时间的工具。

Scrum 事件的最大持续时间。

一种与 运行生产服务相关的工作，往往手动、
辛劳

© DevOps 基金会

重复、自动化、战术性、缺乏持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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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此类介绍协调、自动化、模拟和监视 EUT 和基础

连续交付架构，

结构的工具。

DevOps 测试工程

一种理念，涉及使用一组集成的免费任务特定工
工具链

具来自动化端到端流程（与单供应商 解决方案相
比）。
在精益生产 the 系统中，"接触时间"是实际使用产

触摸时间

品的时间，并且正在增加价值。
跟踪提供对已部署应用程序的 性能和运行状况的

DevOps 基金会

DevOps 领导者

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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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4C 教学设计"地图"（连接、概念、具体实
从房间后面开始训
练

践、结论）符合敏捷价值观和原则的加速学习模
型。
领导者通过吸引员工的价值观和目标感，促进大

转型 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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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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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落铅

部落

或服务上协同工作的小队是 Spotify 的定义中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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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Ops 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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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洛伊木马（特洛伊木
马）

© DevOps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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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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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干

单元测试

可用性测试

用户
用户和实体行为分
析 （UEBA）

软件产品的主要源代码集成存储库。

测试的目的是验证代码逻辑。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测试的目的是确定人类在使用 EUT 时是否拥

连续交付架构，

有令人满意的体验。

DevOps 测试工程

IT 服务消费者。或者，在身份验证 期间声明的身

DevOps 基金会，
DevSecOps 工程

份（也称为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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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用户的业务角度编写的声明，描述用户如何从
用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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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值时间

价值效率
价值流

在创造价值的活动（例如开发、测试）上花费的
时间量。

认证Agile 流程所有者，
认证敏捷服务经理

DevOps 领导者

能够以最少的时间和资源产生 价值。

DevOps 领导者

从客户请求到交付的产品或服务的所有活动。

DevOps 基金会

精益工具，描述信息、材料和工作在功能孤岛之
价值流映射

间的流动，重点是量化浪费，包括时间和质量。

DevOps 基金会

能够可视化整个 DevOps 生命周期的价值交付流
价值流 管理

程。Gitlab CI 和 Jenkins 扩展（来自云蜜蜂）
DevOptics 可以提供此可视化效果。

价值流所有者

变速 IT

© DevOps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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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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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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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定义间隔内完成的工作量度。 个人或团队在

DevOps 基金会，

速度

给定时间上可以完成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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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本控制工具

DevOps 测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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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资源的扩展速度 更高，以提高处理速度，例

垂直缩放

连续交付 架构，

如使用更快的计算机更快地运行更多任务。

DevOps 基金会

DevOps 测试工程

附加到文件的恶意可执行代码，当受感染的文件
病毒（计算机）

客户之声 （VOC
）
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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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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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系统或应用程序中可能被攻击者利用的弱
点。

DevSecOps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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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洞 智能

野外的当前 exploi tation 速率（是被积极利

DevSecOps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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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洞 管理

识别和修复漏洞的过程。

DevSecOps 工程

等待工作浪费的时间量（例如，等待开发和测试
等待时间

© DevOps 基金会

基础结构、等待资源、等待管理层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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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认证的敏捷流程所
废物（精益 制造）

任何不为流程、产品或服务增加价值的活动。

有者、经过认证的敏捷
服务经理、DevOps 基
金会、DevOps 领导者

结合瀑布和 Scrum 开发的混合应用程序生命周
水+Scrum+秋天

期管理方法可以在给定时间内完成。

线性和 顺序方法管理软件设计和开发项目，其中
瀑布（项目管理）

进度被视为稳定（和顺序）向动（如瀑布）。

连续交付架构

经过认证的敏捷服务经
理、持续交付架构、
DevOps 基础

攻击者可以利用软件中的错误来破坏应用程序、系
弱点

Web 应用防火墙
（WAF）

统或其中包含的数据。也称为漏洞。

DevSecOps 工程

检查发送到应用程序的 流量并可以阻止任何看起

站点可靠性工
程

来恶意的工具。
具有 Web 客户端集成开发环境的工具。无需使用

Web IDE

本地开发工具即可提高开发人员 的工作效率。

Ron Westrum 发展了组织文化类型，其中包括
韦斯特鲁姆 （组织类
型）

白色+盒式测试（或
透明、玻璃、透明盒
测试或结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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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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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程序白名单是指定允许在计算机系统上存在 并
白名单

处于活动状态的已批准软件应用程序的索引的做
法。

站点可靠性工
程

DevSecOps 工程，现场可
靠性工程

连续交付架构，
DevOps 测试工程

连续交付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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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邪恶的问题

的根深蒂固的、常常是相互矛盾的假设的问

DevOps 领导者

题。

© DevOps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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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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点可靠性工
程
识 共享
一种 识别人类 一般方法模式的模型。使用两个

威尔伯的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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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或消除事件或问题影响的临时方法。可能记
解决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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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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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咖啡厅

表主机"介绍到新表中 的上一个讨论。

DevOps 领导者

蠕虫通过将自己附加到不同的文件并在计算机之间
蠕虫（计算机）

© DevOps 基金会

查找路径来在系统上复制自身。它们通常减慢网络
DevSecOps 工程
速度 ，并且可以自己运行（病毒需要主机程序才
能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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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ps Foundation Course: Value Added Resources
This document provides links to articles and videos related to the DevOps Foundation course
from the DevOps Institute. This information is provided to enhance your understanding of
DevOps Foundation-related concepts and terms and is not examinable. Of course, there is a
wealth of other videos, blogs and case studies on the web. We welcome suggestions for
additions.

Videos Featured in the Course
Module Featured

Title & Link

1: Exploring DevOps

‘A Short History of DevOps’ with Damon Edwards (11:47)

1: Exploring DevOps

Abbreviated version of Simon Sinek’s Ted Talk ‘Start with Why How Great Leaders Inspire Action’ (5:00)

2: Core DevOps Practices

‘Gene Kim Defines The Three Ways of The Phoenix Project’ (3:31)

3: Key DevOps Principles

‘GitHub Professional Guide: Continuous Integration & Continuous
Delivery’ (6:00)

4: Business & Technology
Frameworks

‘Spotify Engineering Culture Part 1’ with Henrik Kniberg (13:12)

5: DevOps Values: Culture,
Behaviors & Operating Models

‘Spotify Engineering Culture Part 2’ with Henrik Kniberg (13:27)

6: DevOps Values: Automation &
Architecting DevOps Toolchains

‘The DevOps Toolchain’ with John Okoro (7:43)

7: DevOps Values: Measurement,
Metrics & Reporting

‘Double the Awesome’ with Dr. Nicole Forsgren (21:46)

8: DevOps Values: Sharing,
Shadowing & Evolving

‘DevOps: A Culture of Sharing’ with Gareth Rushgrove (2:19)

DevOps Reports
Report & Link

Writers/Publishers

2019 DevSecOps Community Survey

Sonatype

2019 Global Developer Report

Gitlab

The Accelerate State of DevOps Report 2019

Dr. Nicole Forsgren, Gene Kim & Jez Humble in
collaboration with Google Cloud Platform (GCP)

The State of DevOps Report 2019

Puppet Labs, CircleCI and Splunk

Upskilling: Enterprise DevOps Skills Report 2019

DevOps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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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ps Foundation Course: Value Added Resources
DevOps Articles
Article Title & Author

Relevant Module

‘2018: The Year of Enterprise DevOps’ by Forrester

1: Exploring DevOps

‘5 Things DevOps is Not’ from devops.com

1: Exploring DevOps

‘6 DevOps Recruiting TIps: How to Land the Right People’ on TechBeacon

8: Sharing, Shadowing &
Evolving

‘7 DevOps Roles You Need to Succeed’ on TechBeacon

5: DevOps Values:
Culture, Behaviors &
Operating Models

‘7 Keys to Finding Phenomenal DevOps Talent’ on TechBeacon

8: Sharing, Shadowing &
Evolving

‘10 Ways Machine Learning Can Optimize DevOps’ on TechBeacon

6: Automation &
Architecting Toolchains

‘A Different Drumbeat: Using Kanban for DevOps to Smooth Out Your
Scrum Cycles’ by Nate Berent-Spillson

3: Key DevOps Principles

‘A Four Quadrant Look at the DevOps Toolchain’ by Scott Johnston

6: Automation &
Architecting Toolchains

‘A Personal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Three Ways’ by Tim Hunter

2: Core DevOps Practices

‘Best Practices for Using Value Stream Mapping as a Continuous
Improvement Tool’ by R. Keith Mobley

4: Business & Technology
Frameworks

‘Blue-Green Deployments, A/B Testing, and Canary Releases’ by Christian
Posta

3: Key DevOps Principles

‘Building a Healthy DevOps Culture’ by Michael Butt

5: DevOps Values:
Culture, Behaviors &
Operating Models

‘Building a Learning Organization’ on HBR

4: Business & Technology
Frameworks

‘ChatOps: Communicating at the Speed of DevOps’ by George Hulme

6: Automation &
Architecting Toolchains

‘Codifing DevOps Practices’ by Patrick DeBois

3: Key DevOps 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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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ps Foundation Course: Value Added Resources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The Missing Piece of Your Agile Organisation’
by Emily Webber

5: DevOps Values:
Culture, Behaviors &
Operating Models

‘Continuous Delivery’ by Martin Fowler

3: Key DevOps Principles

‘Continuous Delivery: Anatomy of the Deployment Pipeline’ by Jez
Humble & Dave Farley

3: Key DevOps Principles

‘Continuous Everything in DevOps…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I,
CD... ?’ by Micro Hering

3: Key DevOps Principles

‘Continuous Integration’ on ThoughtWorks

3: Key DevOps Principles

‘Cultural Debt Can Be the Primary Driver of Technical Debt’ by Rick
Brenner

5: DevOps Values:
Culture, Behaviors &
Operating Models

‘Culture Isn’t a Swear Word’ by Jonathan Fletcher

5: DevOps Values:
Culture, Behaviors &
Operating Models

‘Data-Driven DevOps: Use Metrics to Guide Your Journey’ by Jonah
Kowell

7: Measurement, Metrics
& Reporting

‘DevOps and IT Support: 4 Principles to Keep Your Team Ahead of the
Curve’ on devops.com

1: Exploring DevOps

‘DevOps and Kanban - Match Made in Heaven’ by UpGuard

3: Key DevOps Principles

‘DevOps, Cloud, and the Lean “Wheel of Waste”’ by Richard Seroter

4: Business & Technology
Frameworks

‘DevOps Culture’ by John Willis

5: DevOps Values:
Culture, Behaviors &
Operating Models

‘DevOps Culture: Westrum Organizational Culture’ by Google Gloud

5: DevOps Values:
Culture, Behaviors &
Operating Models

‘DevOps Demystified’ by Ben Rockwood

7: Measurement, Metrics
& Reporting

‘DevOps: To Measure Value then Measure Speed’ by Stephen Williams

7: Measurement, Metrics
& Reporting

‘Doing ChatOps in Microsoft Teams’ by Helen Beal

3: Key DevOps Principles

‘Epics, Stories, Themes and Initiatives’ by Atlassian

4: Business & Technology
Frameworks

‘First Impressions at Etsy’ by Jason Shen (including reference to the
3-armed sweater)

3: Key DevOps 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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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Containers to Microservices: Modernizing Legacy Applications’ by
David Linthicum

6: Automation &
Architecting Toolchains

‘From Darwin to DevOps: John Willis and Gene Kim Talk about Life after
The Phoenix Project’ by Helen Beal

4: Business & Technology
Frameworks

‘How to Find Your Continuous Delivery Rhythm’ from devops.com

1: Exploring DevOps

‘How to Implement a Solid DevOps Team Structure’ by Alex Barrett

8: Sharing, Shadowing &
Evolving

‘How to Reduce Employee Resistance to Change’ by Susan. M.
Heathfield

5: DevOps Values:
Culture, Behaviors &
Operating Models

‘Is Yours a Learning Organization?’ on HBR

4: Business & Technology
Frameworks

‘Jesse Robbins Discusses DevOps and Cloud Computing’ on
Thoughtworks’ blog

6: Automation &
Architecting Toolchains

‘Just What is a DevOps Engineer?’ on devops.com

8: Sharing, Shadowing &
Evolving

‘Inside Atlassian: How IT & SRE use ChatOps to Run Incident
Management’ by Sean Regan

3: Key DevOps Principles

‘Let’s Fund Teams Not Projects’ from the DEFRA Digital blog, .gov.uk

4: Business & Technology
Frameworks

‘Machine Learning: AI Driving DevOps Evolution’ by Tony Bradley

6: Automation &
Architecting Toolchains

‘Measure Efficiency, Effectiveness, and Culture, to Optimize DevOps
Transformation: Metrics for DevOps Initiatives’ from IT Revolution

7: Measurement, Metrics
& Reporting

‘Misconceptions About Kanban’ by Leon Tranter

3: Key DevOps Principles

‘Resilience Engineering’ by Erik Hollnagel

3: Key DevOps Principles

‘T-Shaped Developers are the New Normal’ by David Walker

8: Sharing, Shadowing &
Evolving

‘The 7 Skills Ops Pros Need to Succeed in DevOps’ by George Hulme

8: Sharing, Shadowing &
Evolving

‘The Andon Cord’ by John Willis on IT Revolution

4: Business & Technology
Frameworks

‘The Biggest Myth in Building Learning Culture’ by Shannon Tipton

2: Core DevOps Practices

‘The Convergence of DevOps’ by John Willis on IT Revolution

4: Business & Technology
Frame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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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Ops Movement Fits Perfectly with ITSM’ by Greg Strydom

4: Business & Technology
Frameworks

“The Industry Just Can’t Decide About DevOps Teams” by Helen Beal

8: Sharing, Shadowing &
Evolving

‘The Mission of a DevOps Team’ by Casey West

8: Sharing, Shadowing &
Evolving

‘Theory of Constraints’ by Lean Production

2: Core DevOps Practices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DevOps Team’ by Jez Humble

8: Sharing, Shadowing &
Evolving

‘Top 25 Lean Tools’ on Lean Production

4: Business & Technology
Frameworks

‘Toyota Kata: Habits for Continuous Improvement’ by Håkan Forss

4: Business & Technology
Frameworks

‘Tracking Every Release’ Code as Craft (Etsy)

7: Measurement, Metrics
& Reporting

‘Transforming the Annual Budgeting Process for DevOps’ by Mustafa
Kapadia

4: Business & Technology
Frameworks

‘Understanding DevOps – Part 4: Continuous Testing and Continuous
Monitoring’ by Sanjeev Sharma

3: Key DevOps Principles

‘Understanding the Kubler-Ross Change Curve’ on Cleverism

5: DevOps Values:
Culture, Behaviors &
Operating Models

‘Use DevOps to Turn IT Into a Strategic Weapon’ by Damon Edwards

1: Exploring DevOps

‘Waste Not, Want Not: A Simplified Value Stream Map for Uncovering
Waste’ by J Meadows

4: Business & Technology
Frameworks

‘What Are the New Skills and Roles DevOps Requires?’ by UpGuard

8: Sharing, Shadowing &
Evolving

‘What DevOps Means to Me’ by John Willis

1: Exploring DevOps

‘What is Site Reliability Engineering?’ an interview with Niall Murphy and
Ben Treynor at Google

3: Key DevOps Principles

‘What Happens to Test in a DevOps World’ on devops.com

3: Key DevOps Principles

‘What’s Lost With a DevOps Team’ by Michael Nygard

8: Sharing, Shadowing &
Evolving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I, Machine Learning and Deep
Learning?’ by Michael Copeland

6: Automation &
Architecting Toolch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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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ps Foundation Course: Value Added Resources
‘Why DevOps Engineer is the Number One Hardest Tech Job to Fill’ by
Logicworks

8: Sharing, Shadowing &
Evolving

‘Why Everyone Needs DevOps Now’ by Gene Kim

2: Core DevOps Practices

WebSites
Title

Link

Agile Manifesto

http://www.agilemanifesto.org/

Beyond Budgeting

https://bbrt.org/

DevOps Institute

https://devopsinstitute.com/

DevOps Topologies (Matthew Skelton &
Manuel Pais)

https://web.devopstopologies.com/

DevOps.com

https://devops.com/

DevOpsDays

https://www.devopsdays.org/

DevSecOps Reference Architectures
(Sonatype)

https://www.sonatype.com/devsecops-reference-arc
hitectures

Hubot by Github

https://hubot.github.com/

IT Revolution

https://itrevolution.com/

Periodic Table of DevOps Tools (XebiaLabs)

https://xebialabs.com/periodic-table-of-devops-tools/

Principles of Chaos Engineering

https://principlesofchaos.org

Rugged Software

https://ruggedsoftware.org/

SAFe

https://www.scaledagileframework.com

Scrum.org

https://www.scrum.org/

Scrum Guide

https://www.scrumguides.org/scrum-guide.html

Theory of Constraints Institute

https://www.tocinstitut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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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ps Foundation Course: Value Added Resources
DevOps & Engineering Blogs
Blog

Link

AirBNB Engineering & Data
Science

https://medium.com/airbnb-engineering

Backstage Blog (SoundCloud)

https://developers.soundcloud.com/blog/

BlackRock Blog

http://rockthecode.io/

code.flickr.com

http://code.flickr.net/

DEFRA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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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iveroo Engineering Team

https://deliveroo.engineering/

Dropbox Tech Blog

https://blogs.dropbox.com/tech/

eBay Tech Blog

https://www.ebayinc.com/stories/blogs/tech/

Etsy - Code as Craft

https://codeascraft.com/

Eventbrite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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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 Engineering

https://www.facebook.com/Engineering

Github Engineering

https://githubengineering.com/

Google Developers

https://developers.googleblog.com/

Heroku Engineering

https://blog.heroku.com/engineering

HubSpot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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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gram Engineering

https://instagram-engineering.com/

Kickstarter Engineering

https://kickstarter.engineering/

LinkedIn Engineering

https://engineering.linkedin.com/blog

Monzo Technology

https://monzo.com/blog/technology/

Moonpig Engineering

https://engineering.moonpig.com/

Netflix TechBlog

https://medium.com/netflix-techblog

PayPal Engineering

https://www.paypal-engineering.com/

Pinterest Engineering

https://medium.com/@Pinterest_Engineering

Revolut Engineering

https://blog.revolut.com/tag/engineering/

Salesforce Engineering

https://engineering.salesfor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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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ck Engineering

https://slack.engineering/

Target Tech

https://tech.target.com/

Ticketmaster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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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inline Engineering

https://engineering.thetrainline.com/

Uber Engineering

https://eng.uber.com/

Vimeo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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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pier Engineering

https://zapier.com/engineering/

GitHub Resources
Item

Link

Ansible for DevOps

https://github.com/geerlingguy/ansible-for-devops

Azure DevOps Samples

https://github.com/microsoft/devops-project-samples

CapitalOne DevOps Dashboard

https://github.com/capitalone/Hygieia

Chaos Mon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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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f Style DevOps Kung Fu

https://github.com/chef/devops-kungfu

DevOps Against Humanity

https://github.com/bridgetkromhout/devops-against-humanity

DevOps Tools Collection

https://github.com/collections/devops-tools

Docker and DevOps

https://github.com/yeasy/docker_practice

TicketMaster Tech Maturity Model

https://github.com/Ticketmaster/techmaturity

Additional Videos of Interest
Title

Link

‘Continuous Delivery’ with Jez Humble (46:59)

https://youtu.be/skLJuksCRTw

‘Continuous Delivery is a Team Sport’ with Jez
Humble, Gene Kim and Gary Gruver hosted by
ElectricCloud (5:33)

https://youtu.be/9XmvFvdTObY

‘Get Loose! Microservices & Loosely Coupled
Architectures’ with Jez Humble and Anders
Walgreen hosted by devops.com

https://youtu.be/I9BymWx8G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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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ps Foundation Course: Value Added Resources
‘Intro to Scrum in Under 10 Minutes’ by Axosoft

https://youtu.be/XU0llRltyFM

‘Learn How Value Stream Mapping Applies to Any
Industry or Process’’ by Gemba Academy

https://youtu.be/gg5u9kn0Bzo

Sidney Dekker, Richard Cook and Stephen Spear at
DOES 2017

https://youtu.be/CFMJ3V4VakA

‘The Real DevOps of Silicon Valley’ from
AppDynamics (4:49)

https://youtu.be/2PjVuTzA2lk

DevOps Books
Title

Author

Link

Accelerate: The Science of
Lean Software and DevOps:
Building and Scaling High
Performing Technology
Organizations

Nicole Forsgren PHD, Jez
Humble & Gene Kim

https://itrevolution.com/book/a
ccelerate/

Beyond The Phoenix Project

Gene Kim and Jez Humble

https://itrevolution.com/book/b
eyond-phoenix-project/

Continuous Delivery

Jez Humble and Dave Farley

https://www.amazon.com/dp/0
321601912?tag=contindelive-20

DevOps for the Modern
Enterprise

Mirco Hering

https://itrevolution.com/book/d
evops_modern_enterprise/

Just Culture

Sidney Dekker

http://sidneydekker.com/just-cu
lture/

Leading Change

John P Kotter

https://www.amazon.com/Lead
ing-Change-New-Preface-Auth
or/dp/1422186431/

Lean IT

Steven C Bell and Michael A
Orzen

https://www.amazon.com/Lean
-Enabling-Sustaining-Your-Transf
ormation/dp/1439817561

From Project to Product

Dr. Mik Kersten

https://itrevolution.com/book/pr
oject-to-product/

Site Reliability Engineering

Niall Richard Murphy, Betsy
Beyer and Chris Jones

https://www.amazon.com/SiteReliability-Engineering-Productio
n-Systems/dp/149192912X

Team Topologies

Matthew Skelton and Manuel
Pais

https://itrevolution.com/book/te
am-top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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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t of Business Value

Mark Schwartz

https://itrevolution.com/book/th
e-art-of-business-value/

The DevOps Handbook

Gene Kim, Jez Humble, Patrick
Debois & John Willis

https://itrevolution.com/book/th
e-devops-handbook/

The Phoenix Project

Kevin Behr, George Spafford
and Gene Kim

https://itrevolution.com/book/th
e-phoenix-project/

The Unicorn Project

Gene Kim

https://itrevolution.com/book/th
e-unicorn-project/

The Field Guide to
Understanding Human Error

Sidney Dekker

https://www.routledge.com/The
-Field-Guide-to-Understanding-H
uman-Error-3rd-Edition/Dekker/p
/book/9781472439055

Case Stories Featured in the Course
Company

Module

Alaska Air

4: Business &
Technology
Frameworks

Link
●
●
●
●
●
●
●

‘Delivering the Continuous Enterprise with Agile, Lean,
and DevOps ALDO Practices’ by Mark Holmes
‘Alaska Airlines DevOps Journey’ by Troy Kaser
‘Alaska Airlines Flies on Visual Studio Team Services and
Xamarin’ (Microsoft Azure)
‘Alaska Airlines Makes Shopping Easier with Faster Flow of
New eCommerce Features’ by Microsoft Cloud Platform
‘DevOps Practice: Modern Infrastructure Automation’ by
Derek E. Weeks
‘Mob Programming at Alaska Airlines with Agile Amped
at AATC2016’ by SolutionsIQ
‘Alaska Airlines’ ChefConf 2016 Keynote from Veresh Sita

Australia Post
(in notes on
SAFe slide)

4: Business &
Technology
Frameworks

●

‘Australia’s Post’s Agile Approach to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y Cameron Gough

Capital One

3: Key DevOps
Principles

●
●

‘Measuring Success at Capital One’ by The Goat Farm
‘Capital One: A DevOps Powerhouse’ by Josh Litvin

Disney

8: Sharing,
Shadowing &
Evolving

●

‘Digital Magic: Disney’s DevOps Transformation’ by
Jennifer Riggins
‘Disney’s DevOps Journey: A DevOps Enterprise Summit
Reprise’ by Aliza Earnshaw
‘How Disney Organized for a DevOps Transition’ by
George Lawton
‘Systems Strategy Chief Jason Cox Details Disney’s
DevOps Journey’ by Tamlin McGe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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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nie-Mae

ING Bank

6: Automation &
Architecting
DevOps
Toolchains

●

1: Exploring
DevOps

●

●

●
●

‘Fannie Mae Securitization App Leads DevOps
Implementation’ by Beth Pariseau
‘How Fannie Mae Practices DevOps to Deliver Quality at
Speed’ by Derek Weeks
‘Bank Tech Boss: Where We’re Going, We Don’t Need
Mainframes’ by Joe Fay at the Register
‘ING Bangs the Drum for DevOps’ (FinExtra)
‘Continuous Delivery - The ING Story: Improving Time to
Market with DevOps and Continuous Delivery’ by Wouter
Mejis

Societe
Generale

7: Measurement,
Metrics &
Reporting

●

‘How to Reap the Rewards of DevOps: One Bank’s Story’
by Gottfriend Sehringer

Target

5: Culture,
Behaviors &
Operating Models

●

‘(Re)Building at Engineering Culture: DevOps at Target’
with Heather Mickman and Ross Clanton

Ticketmaster

2: Core DevOps
Practices

●

‘How to Apply DevOps Practices to Legacy IT’
(Computer Wee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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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ps Foundation V3.10
Sample Examination
DevOps Foundation V3.10
考试样题

DOFD V3.0 Sample Exam

30Jul2020

1. A small group of individuals recently returned from a conference where they learned about
DevOps. They cannot agree on how to get started. Where should an IT organization start when
adopting DevOps practices?
A. Understand why the organization exists
B. Pick the right applications to pilot
C. Develop a long-term strategy
D. Identify tools and training needed

1. 有一小组人从大会中学到了DevOps,但他们无法就如何开始达成一致。当采用 DevOps 实践时，IT 组

织应该从哪里着手?
A. 理解公司的核心价值
B. 选择合适的应用作为试点

C.制定长期策略
D.确认需要的工具和培训

2. What is the Three Ways?
A. Methodology for identifying and removing constraints
B. The key principles of DevOps
C. Disciplined, data-driven approach for reducing waste
D. A methodology for performing continuous improvement

2. 什么是三步工作法？

A.识别及移除约束的方法
B.DevOps 的核心原则
C.为减少浪费而存在的有纪律的、数据驱动的方法
D.一种持续改进的方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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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hich statement about Kanban is CORRECT?
A. Pushes work through a process
B. Requires a workflow management tool
C. Pulls work through a process
D. Enables more work in progress
3. 以下关于看板的描述哪个是正确的?

A.通过一个流程推动工作
B.需要一个工作流管理工具
C.通过一个流程拉动工作
D.允许同时进行更多的工作

4. What is the Agile Manifesto?
A. Values and principles to guide an iterative and people-centric approach to software
development
B. Methodology that focuses on making sure software is always in a releasable state
throughout its lifecycle
C. Declaration of the benefits and intentions of DevOps
D. Intentions and motives of being an agile enterprise
4. 什么是敏捷宣言？
A. 指导以人为中心的迭代式的软件开发方法的价值观和原则
B. 专注于确保软件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始终处于可发布状态的方法

C.关于 DevOps 的收益和目的的声明
D.成为敏捷企业的目的和动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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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n organization is trying to overcome the challenges of their legacy silo culture where teams
have been organized by subject matter expertise. What is this organization suffering from?
A. Cultural debt
B. Change fatigue
C. Organizational change
D. Low trust

5. 一个组织正试图克服遗留的竖井文化带来的挑战，团队是按职能型进行组织的，这家公司正在经历什

么?
A.文化债务
B.变革疲劳
C.组织变革
D.信任度低

6. Which statement BEST describes change fatigue?
A. Aggressive resistance
B. Apathy
C. Finger pointing
D. Exhaustion
6. 哪种是“变革疲劳”的最佳描述？
A.激烈抵抗
B.漠不关心
C.互相指责
D.精疲力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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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ue to a tightly-coupled architecture, an organization is unable to increase the frequency of
releases for a key service. When releases do occur, they are extremely painful and the
organization’s competitive advantage is eroding as a result. Which software development approach
could be used to improve this situation?
A. Test-driven development
B. Containers
C. Microservices
D. Chaos Monkey
7. 由于紧耦合的架构，一个组织无法提高其核心业务的发布频率。每次进行新版本的发布，他们都感到

极其痛苦，组织的竞争优势也会因此受到损失。以下哪种软件开发的方法可以用来改善这种情况？
A.测试驱动开发
B.容器
C.微服务
D.混乱猴子

8. An organization has just completed the deployment of a pilot release using DevOps
practices and a preliminary deployment pipeline. Which metric would provide the most
information to help them continually improve?
A. Mean Time to Repair (MTTR)
B. Change lead and cycle times
C. Knowledge sharing
D. All of the above
8. 一个组织刚刚通过采用 DevOps 实践和初步的部署流水线完成了一次试点版本的部署。以下哪个指标

可以提供最多的信息以帮助他们持续改进？
A. 平均修复时间
B. 变更的前置时间和周期时间

C.知识共享
D.以上全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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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Which statement about DevOps teams is MOST accurate?

A. They are responsible for establishing DevOps practices across the enterprise
B. They are accoun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ployment pipeline
C. They should be a fixed team that works together on long term projects
D. They should have shared accountabilities

9. 以下关于 DevOps 团队的描述哪个是最符合的？

A.他们负责在整个企业中建立 DevOps 实践B.
他们负责部署流水线的开发
C.他们应该是在长期项目中一起工作的固定团队
D.他们应当责任共担

10. An organization recently held an internal DevOps Days. During one of the openspace
sessions,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re b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dev, ops, security and other IT
areas to interact and share. What sort of opportunities should the organization consider?
A. Hackathons
B. Simulations
C. Immersion opportunities
D. All of the above
10. 最近，一家组织举办了一场内部 DevOps Days 活动。在一次开放会议上，有人建议开发、运维、

安全和其他IT领域应该有更多的机会进行互动和分享。组织应该考虑什么样的机会？
A.编程马拉松
B.模拟实战
C.沉浸机会D.
以上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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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Which of the following roles are DevOps stakeholders?

A. QA testers
B. Support professionals
C. Suppliers
D. All of the above
11. 以下哪个角色是 DevOps 的利益相关者？

A.QA 测试人员
B.支持人员
C.供应商
D.以上全部

12. Which is NOT a goal of DevOps?

A. Improved productivity
B. Fewer but higher-quality software releases
C. Lower risk software deployments
D. Improved quality of code
12. 以下哪项不是 DevOps 的目标？
A. 提高生产力
B. 更少但是更高质量的软件发布

C.更低风险的软件部署
D.提高代码质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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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n organization is implementing a disruptive application similar to the Simian Army. Which
of the Three Ways are they introducing?
A. The First Way
B. The Second Way
C. The Third Way
D. The Phoenix Project

13. 一个组织正在实施一款类似于“Simian Army”的破坏性应用程序。他们采用的是三步工作法中的哪

一种?
A.第一步工作法
B.第二步工作法
C.第三步工作法
D.凤凰项目

14. An organization is looking to improve real-tim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eams. Which
DevOps practice should they be considering?
A. Kanban
B. ChatOps
C. Escalation
D. Alerts
14. 一个组织正在希望提高团队之间的实时协作。以下 DevOps 实践他们应该考虑哪种？

A.看板
B.ChatOps
C.逐步升级
D.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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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Which is a characteristic of a DevOps culture?

A. Effective one-way communication from the top down
B. Recognizing the best and brightest for their successes
C. Shared vision, goals and incentives
D. All of the above
15. 以下哪项是DevOps 文化的特点？
A. 自上而下有效的单向沟通
B. 认可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的成功

C.共同的愿景、目标和激励
D.以上全部

16. Which BEST describes a deployment pipeline?

A. Automation version of the ITSM change management process
B. Automated process for managing software changes from check-in to release
C. Collection of tools that enable continuous integration
D. Sequence of value-adding activities required to design, build and deliver a product

16. 以下哪项部署流水线的最佳描述？

A.ITSM变更管理流程的自动化版本

B.管理软件变更从签入到发布的自动化过程
C.实现持续集成的工具集合
D.设计、构建和交付产品所需的一系列增值活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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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At a recent conference, a CIO was told that her organization should invest heavily in machine
learning. Back at the office, she asked one of her senior leadership team to pull together an
investment case. What is unlikely to be a direct benefit they are likely to receive from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should not be included in the investment case?
A. Predicting future scenarios
B. Finding new trends and correlations
C. Augmenting human contribution and boosting productivity
D. Building a blame free culture
17. 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一位CIO被告知她的组织应该在机器学习上重点投资。回到办公室后，她请

一个高级领导团队协力整理了一个投资方案。以下哪项是他们可能从采用人工智能技术中获得的非直接
收益并且不应该包括在投资方案中？
A. 未来场景预测
B. 找到新趋势和相关性
C. 增加员工的贡献，提高生产力

D.建立无责备文化

18. Which statement about the Improvement Kata is CORRECT?

A. It focuses on short term goal
B. It is a 7-step process
C.

It considers the organization’s long-term vision or direction
D. It should be performed as time allows

18. 关于改善形的陈述哪个是正确的？

A.关注于短期目标
B. 一个7步的过程
C. 考虑公司的长期远景和发展方向

D.应当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实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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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In the context of agile software development,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a
responsibility of IT Operations?
A. Managing the product backlog
B. Defining non-functional requirements
C. Identifying security requirements
D. Provisioning the infrastructure
19. 在敏捷软件开发环境中，下列哪项不是 IT 运维的职责？

A.管理产品待办清单
B.定义非功能性的需求
C.识别安全需求
D.提供基础设施

2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a characteristic of a high trust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 Good information flow
B. Cross-functional collaboration
C. Learning from failures and new ideas
D. All of the above
20. 以下哪项是高信任度组织文化的特征？

A.好的信息流
B. 跨职能协作
C. 从失败和新创意中学习

D.以上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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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Why is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 critical success factor for DevOps?

A. It represents the values and behavior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uniqu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environment of an organization
B. It represents a command and control approach to the delivery of services
C. It represents the way that an organization is structured and organized
D. It reflects the strategic direction of the business’ leadership
21. 为什么组织文化是 DevOps 成功的关键因素？

A.它代表了那些有助于一个组织独特的社会和心理环境的价值观和行为
B.它代表了一种交付服务的命令和控制方法
C.它代表了一个组织的结构和组织形式
D.它反映了企业领导力的策略方向

22. What is a primary benefit of DevOps toolchains?

A. To automate steps in the deployment pipeline
B. To trace features’ journeys from inception to live
C. To ensure that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supports interoperability and consistency
D. All of the above
22. DevOps 工具链的主要好处是什么？
A. 可以自动化部署流水线的步骤
B. 可以追溯特性从初始到生产的历程
C. 可以确保架构设计能支持相互操作性和一致性

D.以上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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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Which of the following DevOps roles is NOT YET well defined?

A. Systems engineer
B. Continuous delivery automation architect
C. DevOps engineer
D. Experience assurance

23. 以下哪个 DevOps 角色至今没有被很好的定义？
A. 系统工程师
B. 持续交付自动化架构师

C.DevOps 工程师
D.体验保障

24. An organization is implementing DevOps. The developers concerned that their ITSM
processes are too complex, slow and will not support DevOp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Which
IT framework will help the organization instill agile thinking into existing ITSM processes?
A. ITIL
B. Agile
C. Agile service management
D. Lean

24. 一个组织正在实施 DevOps。开发人员担心他们的 ITSM 流程太复杂、太慢并且不支持 DevOps 原

则和实践。哪种 IT 框架将帮助组织灌输敏捷思维到现有的 ITSM 流程中?
A. ITIL
B. 敏捷
C. 敏捷服务管理

D.精益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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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Which lean tool depicts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materials and work across functional silos
with an emphasis on quantifying and eliminating waste?
A. Improvement Kata
B. Continuous Delivery
C. Kanban
D. Value stream mapping

25. 哪一种精益工具描述了跨功能的信息流、原料流和工作流，并且注重量化并消除浪费？

A.改善形
B.持续交付
C.看板
D.价值流图

26. The business ‘why’ of the Golden Circle represents an organization’s

A. Purpose, cause and belief
B. Products and services
C. Competitive advantage
D. Profitability
26. 黄金圈法则中的的核心项“为什么”代表一家公司的

A.目的、原因和信念
B.产品和服务
C.竞争优势
D.盈利能力

14
DOFD V3.0 Sample Exam 30Jul2020

27. What determines which DevOp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will BEST benefit an
organization?
A. Business strategies and goals
B. The commitment of early adopters
C. The availability of advanced tools
D. IT's capabilities and resources
27. 是什么决定了 DevOps 的哪些原则和实践对一个组织最有利？

A.商业策略和目标
B.早期采用者的承诺
C.先进工具的可用性
D.IT 的能力和资源

28. The Theory of Constraints supports which of the Three Ways?

A. The First Way
B. The Second Way
C. The Third Way
D. All of the above
28. 约束理论支持三步方法中的哪一种？

A.第一步工作法
B.第二步工作法
C.第三步工作法
D.以上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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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required for Continuous Integration?

A. Automated unit, integration and acceptance testing
B. Automated release management
C. Continuous delivery pipeline
D. Deployment pipeline
29. 下列哪项是持续集成所必需的？

A.自动化的单元、集成和验收性测试
B.自动化的发布管理
C.持续交付流水线
D.部署流水线

30. Which DevOps practice relies on a deployment pipeline that enables push-button
deployments on demand?
A. Continuous testing
B. Continuous integration
C. DevSecOps
D. Continuous delivery
30. 哪项 DevOps 实践依赖于部署流水线？该部署流水线可以按需一键部署。

A.持续测试 B.
持续集成
C.DevSecOps
D.持续交付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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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TSM processes are most critical to DevOps?

A. Change, Release and Service Asset and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B. Incident, Problem and Event Management
C. Demand, Capacity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D. All of the above
31. 以下 ITSM 流程中的哪项对于 DevOps 是最重要的?

A.变更，发布和服务资产及配置管理
B.事件，问题和事件管理
C.需求，容量和信息安全管理
D.以上全部
32. An organization has identified they have a culture of blame and fear, where incidents are not
valued and failure is not embraced as a learning opportunity. There are many single points of
failure and employees suffer daily as a result of the fragility of the systems, enduring painful warrooms during frequent outages. What should this organization look to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A. Safety Culture
B. Agile software development
C. Building a DevOps toolchain
D. Site Reliability Engineering
32. 一家公司已经意识到他们有一种责备和恐惧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事件不被重视，失败不被视为学

习的机会。由于系统的脆弱性，每天都有许多单点故障，员工每天都很煎熬，在频繁的中断中忍受痛苦
的作战室。为了改善这种情况，公司应该怎么做？
A. 安全文化
B. 敏捷软件开发
C. 构建 DevOps 工具链
D. 网站可靠性工程（S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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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When trying to effect major change, who should be engaged in planning activities and serve
as change agents?
A. Early adopters
B. Naysayers
C. Management
D. People who need proof

33. 在试图实施重大变革时，谁应参与规划活动并发挥变革推动者的作用？

A.早期采用者
B.怀疑论者
C.管理层
D.需要得到证明的人

34. What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a typical element in a DevOps toolchain?

A. Monitoring tools
B. Test automation
C. Version control
D. Service desk incident management systems

34. 下面的内容不是 DevOps 工具链中的典型元素的是？

A.监控工具
B.自动化测试
C.版本控制
D.服务台事件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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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a critical success factor for DevOps?

A. Establishing a tool chain
B. Hiring DevOps Engineers
C. Management commitment to culture change
D. Automating everything
35. 下列哪项是 DevOps 成功的关键因素？
A. 建立工具链
B. 雇佣 DevOps 工程师
C. 管理层对文化变革的承诺

D.全面自动化

36.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a goal of DevOps leadership?

A. Help to improve self-diagnosis
B. Control and evaluate workers using metrics
C. Instil self-improvement
D. Translate local discoveries to global improvements

36. 下列哪项不是 DevOps 领导层的目标？
A. 帮助提高自我诊断
B. 通过度量控制和评估员工

C.灌输自我改进的理念
D.将局部突破转化为总体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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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Which of the Three Ways encourages peer review of production changes?

A. The First Way
B. The Second Way
C. The Third Way
D. All of the above

37. 三步工作法中，哪一种鼓励对生产变更进行同行评审？

A.第一步工作法
B.第二步工作法
C.第三步工作法
D.以上全部

38. What does the concept of “shift left” represent?

A. Building quality into the software development process via early and continuous testing
B. Passing release packages to IT Operations following completion of a batch of development
C. Performing random tests on code that is committed to a continuous integration server
D. Doing more testing in production after deployment

38. “左移”的概念代表什么？

A.通过早期和持续的测试将质量构建到软件开发过程中
B.在完成一批开发之后，就将发布包交付给IT 运维
C.对提交至持续集成服务器的代码执行随机测试
D.在生产环境部署后执行更多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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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An organization is struggling with the additional time it takes for security reviews after an Agile
team completes a Sprint. The delay is impacting their ability to release. They want to include more
security testing as part of their “shift left” testing approach. Which DevOps practice would they
need?
A. ChatOps
B. Continuous Testing
C. DevSecOps
D. Vulnerability alerts
39. 一个组织正对于敏捷团队完成一个“冲刺”后，安全检查需要额外时间而头痛。其间的延迟已经影响了

他们的发布能力。他们希望将更多的安全性测试作为“左移”测试方法的一部分。他们需要以下哪种
DevOps 实践？
A.ChatOps
B.持续测试
C.DevSecOps
D.漏洞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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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An organization is preparing to automatically deploy every release that passes
automated unit, integration, user acceptance and non-functional tests. Which DevOps
practice are they applying?
A. Continuous delivery
B. Continuous testing
C. Continuous deployment
D. Continuous integration
40. 一个组织正准备自动化部署那些已经通过自动化的单元、集成、用户验收和非功能测试的发布。他

们正在采用以下哪种 DevOps 实践？
A.持续交付
B.持续测试
C.持续部署
D.持续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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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KEY答案
Question

Correct Answer

Topic Area

问题

正确答案

1

A

1: Exploring DevOps探索 DevOps

2

B

2: Core DevOps Principles（DevOps 的核心原则）

3

C

3: Key DevOps Practices（DevOps 核心实践）

4

A

4: DevOps Values: Business & Technology Frameworks

考点范围

DevOps 价值观:业务和技术框架
5

A

5: DevOps Values: Culture, Behaviors & Operating Models
DevOps 价值观:文化、行为和运行模式

6

B

5: DevOps Values: Culture, Behaviors & Operating Models
DevOps 价值观:文化、行为和运行模式

7

C

6: DevOps Values: Automation & Architecting Toolchains
DevOps 价值观:自动化和工具链架构

8

D

7: DevOps Values: Measurements, Metrics & Reporting
DevOps 价值观:度量、度量标准及反馈

9

D

8: DevOps Values: Sharing, Shadowing & Evolving
DevOps 价值观:分享、跟进和进步

10

D

7: DevOps Values: Measurements, Metrics & Reporting
DevOps 价值观:度量、度量标准及反馈

11

D

1: Exploring DevOps探索 DevOps

12

B

1: Exploring DevOps探索 DevOps

13

C

2: Core DevOps Principles（DevOps 的核心原则）

14

B

3: Key DevOps Practices（DevOps 核心实践）

15

C

5: DevOps Values: Culture, Behaviors & Operating Models
DevOps 价值观:文化、行为和运行模式

16

B

6: DevOps Values: Automation & Architecting Toolchains
DevOps 价值观:自动化和工具链架构

17

D

6: DevOps Values: Automation & Architecting Toolchains
DevOps 价值观:自动化和工具链架构

18

C

4: DevOps Values: Business & Technology Frameworks
DevOps 价值观:业务和技术框架

19

A

4: DevOps Values: Business & Technology Frameworks
DevOps 价值观:业务和技术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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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D

5: DevOps Values: Culture, Behaviors & Operating Models
DevOps 价值观:文化、行为和运行模式

21

A

5: DevOps Values: Culture, Behaviors & Operating Models
DevOps 价值观:文化、行为和运行模式

22

D

6: DevOps Values: Automation & Architecting Toolchains
DevOps 价值观:自动化和工具链架构

23

C

8: DevOps Values: Sharing, Shadowing & Evolving
DevOps 价值观:分享、跟进和进步

24

C

4: DevOps Values: Business & Technology Frameworks
DevOps 价值观:业务和技术框架

25

D

4: DevOps Values: Business & Technology Frameworks
DevOps 价值观:业务和技术框架

26

A

1: Exploring DevOps探索 DevOps

27

A

1: Exploring DevOps探索 DevOps

28

A

2: Core DevOps Principles（DevOps的核心原则）

29

A

3: Key DevOps Practices（DevOps 核心实践）

30

D

3: Key DevOps Practices（DevOps 核心实践）

31

D

4: DevOps Values: Business & Technology Frameworks
DevOps 价值观:业务和技术框架

32

A

4: DevOps Values: Business & Technology Frameworks
DevOps 价值观:业务和技术框架

33

A

5: DevOps Values: Culture, Behaviors & Operating Models
DevOps 价值观:文化、行为和运行模式

34

D

6: DevOps Values: Automation & Architecting Toolchains
DevOps 价值观:自动化和工具链架构

35

C

8: DevOps Values: Sharing, Shadowing & Evolving
DevOps 价值观:分享、跟进和进步

36

B

8: DevOps Values: Sharing, Shadowing & Evolving
DevOps 价值观:分享、跟进和进步

37

B

2: Core DevOps Principles（DevOps 的核心原则）

38

A

3: Key DevOps Practices（DevOps 核心实践）

39

C

3: Key DevOps Practices（DevOps 核心实践）

40

C

3: Key DevOps Practices（DevOps 核心实践）

24
DOFD V3.0 Sample Exam 30Jul2020

Your Path to

DevOps Success
DevOps Institute is dedicated to advancing the
human elements of DevOps success. Our goal is to
help advance careers and support emerging practices
using a role-based approach to certification which
focuses on the most modern competencies and
hireable skills required by today’s organizations
adopting DevOps.
Take the next steps in your learning and certification
journey to DevOps success.
Click on a certification or visit
www.devopsinstitute.com/certifications
to learn more.

Become a Member
Join the fastest growing global community of DevOps practitioners
and professionals and gain access to invaluable learning content, the
latest news, events, emerging practices, develop your network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You belong.
www.devopsinstitute.com/become-a-community-memb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