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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与开源，兼得有何不可

从 2006 年 Amazon 发布业界第一款云服务 S3（Simple Storage Service）开始，
云计算从技术到产业，迎来了不断高歌猛进、向云端攀登的 16 年。
开源要更早，从 80 年代 GNU 创立与自由软件运动，以及 90 年代初开始的 Linux
风暴，我们一起见证了 30 多年风风雨雨、百转千回的开源路。
一个是商业模式，另一个是开发和组织模式。即使不能“相濡以沫”，至少也应该
“相忘于江湖”。随着 Redis、MongoDB、 ElasticSearch 等一系列明星开源项目变更
许可证，似乎为了云上的生意而成为了开源领域的“变节者”成为了一种趋势，这更让
业界惊呼“开源吞噬软件、云吞噬开源”。云与开源从何时开始形成了这种奇特的关
系？
另一方面，AWS 成立开源办公室，大力推动上游社区贡献，主动构建 ES 社区，开
源并向 Linux 基金会捐献全球第三大游戏引擎 O3DE；华为成为 Linux Kernel 社区第一
大贡献者，向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捐献 openEuler、OpenHarmony 等主力项目，发起
“开源雨林”计划；云世界的“巨头们”在开源领域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动作，似乎又预
示着云和开源的关系，绝不仅仅是“云吞噬开源”这么简单。
其实，传统的开源厂商转向了云，传统的云厂商转向了开源，正好说明了云与开源
密不可分、共生共存。以开源来促生态、促应用、以云服务来获取商业回报，本就应该
是浑然一体的企业战略。云与开源，得一可安天下，兼得有何不可？

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 TOC 主席
LF AI&DATA 基金会主席
“开源雨林”计划发起者
堵俊平
2022 年 8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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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吞噬开源，那开源有机会反击吗？
软件吞噬世界，开源吞噬软件，云吞噬开源。
云与开源的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一方面二者之间存在竞争关系，MongoDB、Elastic 等开源企业都与云
厂商有过正面冲突，云厂商 “吸血” 开源的说法不绝于耳；另一方面，云和开源又是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
合作关系，开源成就了云时代，而云开启的 SaaS 时代，也为开源商业模式拓展了新的渠道。
OSCHINA 特别邀请了 4 位业内具有代表性的专家，来探讨一下开源与云到底该走向何处？

王晔倞（头哥）

冯若航

张倩

刘松

主持人
王晔倞（头哥）：支流科技技术 VP、Apache APISIX Committer
嘉宾
冯若航，磐吉云数 Founder & CEO、Pigsty 作者、PostgreSQL 中文社区开源技术委员
张倩，天际资本创始人
刘松，PingCAP 副总裁

01 开源和云的矛盾，源于何处？
王晔倞（头哥）：近几年，云厂商吸血开源软

源池化、超卖、规模效应的钱，而云软件赚的是运维

件的说法在国内传得沸沸扬扬。也有人认为，云和开

外包、共享专家的钱。

源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每个人所处的维度不一样，

最初，云概念讲的是云硬件的故事，也就是所谓

观点也不一样。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句话：开源吞噬

的 IaaS 层生意，就是让计算存储网络资源像水电一

软件，云吞噬开源。那么，云吞噬开源的命题成立

样，而云厂商扮演基础设施提供者的角色。然后通过

吗？如果成立，它是怎么吞噬开源的？

规模效应压低硬件成本、人力成本，从而获得优势。
但是云厂商很快就把手伸到了软件上，开始做 PaaS

冯若航： 首先要定义清楚，什么是云？什么是
开源？云的边界是什么？云这个词的背后是云硬件、

生意了，这就是云软件。

云软件，二者是完全不一样的模式。云硬件赚的是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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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云软件和开源是有冲突的。云软件的模式

MongoDB 为了在云上能够自我保护，修改了开

大体上是这样：把开源软件套上壳，加上自己的服务

源协议，尽管该协议不被 OSI 认可，但其推出的云

器管控以及共享的运维人员和专家，就成了云服务。

服务非常成功。开源软件上云，并且通过云服务的模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云数据库。

式售卖，已经成为过去几年最成功的商业模式之一。

关于云软件和开源之间的矛盾，有一句话非常精

反过来说，开源软件在初始阶段，比如教育市场

辟：“多年来我们像个傻子一样，任他们拿着我们开

的阶段，要靠自己去积累用户，这就需要云厂商来帮

发的东西大赚一笔。”

助它降低门槛。一旦双方都开始追求商业利益，一定
会打架，竞合是必然的，但是未来将会找到一种对彼

最开始只有商业软件可以用，而且卖得很贵。但

此有利的方式。

随着开源软件的崛起，用户又有了新的选择。开源软
件不要钱，但要用好它，门槛很高，所以需要雇佣开

张倩：云和开源软件的矛盾并不在于开源协议是

源软件专家。这就是开源真正核心的商业模式。

否允许云搭便车，而是有资金，有技术，有客户资源
的大型垄断企业合理合法地“剽窃”开源劳动成果，却

开源软件好用，免费吸引了很多用户；用户自己

不回馈。

整不明白，需要专家，所以创造了很多高薪岗位；这
些岗位又产出了专家，然后产出了更多的开源贡献者；

很多开源软件公司都在追求创新，沿袭早期黑客

这些开源贡献者，让这个开源项目更好用，吸引更多

精神追求自由，并且在部分细分领域做到了极致，开

的用户，从而形成了一个闭环。

发了很多好用的工具，是一个特别有生命力的组织。
但当这些开源软件公司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更好的环

而云的出现，其实打破了这个循环。

境去发展时，大企业想方设法利用各种机会对其进行

云软件的本质是什么？运维外包，还是一种具有

挤压。

规模效应的运维外包。它把开源的各工作岗位集中到

我觉得中国的云厂商也很无奈。中国的甲方客户

了云厂商内部，此时就会出现垄断。云厂商很可能不

往往很强势，需要很多的服务，为了能够更好地满足

会回馈开源，甚至选择直接分叉开源软件，最后导致

客户需求，只要是能找到的开源软件，云厂都会合理

开源社区分崩离析，伤害到所有用户的软件自由。

合法地拿来使用。这必然会产生商业矛盾。

这就是云和开源社区的一个核心矛盾点。

那要怎么解决呢？突围还是要抓住自己的产品机

刘松：我们不要把云厂商放在被告席上，因为在

制，在单点上能够最好地满足客户需求，使用户产生

过去的十多年里面，云厂商为很多中小客户创造了价

粘性。像 PingCAP，就是在阿里、腾讯等几大云计

值。开源和云是有分工的，开源的侧重点在软件的生

算巨头当中 PK 出来的。当你弱小的时候，议价能力

产阶段，而云被创造出来以后，是用来部署和集成软

会弱很多，但是当你在某一个领域很强大，客户点名

件的。开源项目都是单个的，但用户需要的可能是由

要你这个产品的时候，反而能跟海外的云厂家会有非

数十个开源项目打包成的一个云服务，包含数据库、

常良好的合作，获取更多商业机会。

开发框架、AI 工具等等。

冯若航：评价一个事儿，我们讲三个维度：法、

云和开源并不是天然的敌人，但也确实存在竞争。

理、情。云厂商用开源时如果遵守了开源协议，就遵

最大的竞争就来源于商业公司对利益的争夺。开源软

守了法律，但法律是最低的底线。就算遵守了协议，

件几乎是免费的，但如果云厂商将其打包成服务卖出

在理和情上也都不沾边。

去，却可以获得数倍的利润。

为什么呢？就像刘松所说，开源更偏向于软件的

开源软件的购买成本接近于零，但使用它需要技

研发，而云更偏向于软件的运维。但是，做运维的云

术人员，该付的钱一分也不少不了；云需要付费，但

攫取了大部分软件价值，这在法理和感情上都说不太

可以提供全托管服务，用户没有任何技术也能使用。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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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我自己是 PostgreSQL （下文简称：

云的出现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开源协议，比如

PG）中国社区开源委员会委员。PG 采用 BSD 协

SSPL。它规定，如果云用了这个开源软件，它就必

议，允许公司把这数据库换个皮，就是包装一下后再

须 把 这 一 套 管 控 的 代 码 也 开 源 出 来 。 Redis 、

拿去卖。我们并不会针对这些厂商，但云厂商是个例

MongoDB 以及其他一些新的数据库都在使用 SSPL

外。就是因为云厂商有规模效应，会改变整个生态的

协议，一些原来用 Apache 协议的开源软件也改成

结构。我们社区的运维或者 DBA 的工作岗位被云厂

了 AGPL 协议，这些行为都是为了应对云厂商搭便

商抢走了，所以社区会针对云厂商做出反应。

车。

02 云模式到顶了吗？
王晔倞（头哥）：有人认为，海外的软件用户付

边缘云很可能支撑起分布式云的结构，这远远比海外

费意愿很强，国内的付费意愿很弱；只有国内的云厂

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商才会白嫖，海外的都会回馈。难道国外的月亮就更

那云模式是不是已经到顶了？

圆吗？国内云和开源的情况到底如何？云模式已经到

美国的云服务还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而中国的云

顶了吗？

增速又高于美国。考虑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制造

张倩：我们天际资本在云计算领域累计投了两亿

国，未来还会衍生出更多行业云解决方案。

美金，马上要接近三亿美金了。在云这个领域，海外

我们可以看到，在金融云、医疗云等方面，中国

和国内的结构很不一样。直到今天，海外的三大云巨

的解决方案比美国要复杂得多。在某些细分领域，中

头都实现了不错的增长。

国可能还要更先进。因为中国是第一数据大国，而且

据不完全统计，海外公有云的渗透率已经达到

结合 AI 的快速发展，中国的云可能会出现软硬一体

70% 以上。但在国内，据麦肯锡发布的数据显示，
完全私有云部署在 50%以上，公有云占比 20% 左右，
混合云占比约 30%。

的创新方案。所有这些都让我觉得，云还有很大的想
象空间。
跟海外开源相比，中国的开源可能还存在较大的

这就意味着，中国还有 50% 的软件服务没有被

差距。虽然中国的云起步落后了将近十年，但是经过

公有云影响到。在国内，很多人都觉得，混合云的空

一段时间发展，差距已经缩短到 5 年了。不过，我

间肯定大于公有云。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很多行业特别

们的一些基础软件、核心的开源技术或开源产品，绝

是金融、交通、通讯、能源等十三大核心行业中，很

大部分都是来自海外。

多大型企业都是国企，考虑到合规、安全等各方面，

2020 年 GitHub 统计的数据显示，中国程序员

更倾向于选择公有云。

在 GitHub 的贡献占比为 14%，美国还是最大的贡

在中国，到底是公有云更有前途，还是混合云更

献者。但这两年美国已经有所下降了，约为 20%，相

有前途？十年之内，大家肯定认为混合云更有前途，

信按着这个趋势走，再过十年，中国对开源的贡献可

但是十年之后怎么样还颇有争议。最近两三年，随着

能成为世界第一。

物联网、自动驾驶以及各种智能终端的快速崛起，边

最后再补充下中国的开源生态。Gitee 是中国开

缘云也逐渐成为一个不小的市场。公有云、混合云、

源生态里面做得最好的，但跟 GitHub 相比，差距还

７

开源观止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聚焦
聚焦

是很大的。不管是程序员的数量，还是项目数量，都

自然而然地，就会有很多用户选择开源的云原生解决

只有 GitHub 的十分之一。我们也看到，Gitee 这几

方案，而不是云，特别是公有云。这就是我认为云软

年的年化增速远超 50%，远高于 GitHub。总而言之，

件可能会见顶的一个原因。

中国的开源产业与美国相比虽然存在很大差距，但是

国内云和国外云的生态其实不太一样。国内的云

由于增速更快，差距正在不断缩小。

厂商缺少分寸感，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云作

冯若航：我认为软件使用的范式出现了四次典型

为基础设施提供商，应该保持一定程度的中立性，而

的转变：商业软件、开源软件、云软件、云原生软件。

不是说把所有的软件都要做了，否则它会与所有的软

其实就是从商业跳到开源，再从开源跳到云，再从云

件厂商为敌。

跳到云原生。

像 AWS 在这方面就相当开放，允许开源软件放

以数据库为例，1.0 时代，商业软件以 Oracle

在它的云市场上去卖，用它的云硬件部署软件，跟它

为代表，卖得很贵，所以出现了开源数据库。开源数

同台竞技。但是在国内，别说 PaaS、SaaS，甚至

据库不要钱，但是用好它需要专家，这是很多公益性

在应用层，云厂商都有可能跟开源软件存在竞争关系。

质的开源软件真正的商业模式。

如此一来，高净值用户怎么可能会把自己的数据放到
云上呢？因此我认为，云的成本和中立性是两个很致

于是 3.0 时代，云出现了。对于云，要一分为

命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云的增长动能会受

二看待。IaaS 层云硬件对开源有很大的助力，但云

到很大的损害。

软件则恰恰相反，它跟开源软件会产生直接的竞争。

张倩：我觉得若航非常理想化，如果中国的商业

那么 4.0 时代，也就云原生时代，其实就是用

市场是像若航希望的方向发展，那创业者都会非常高

开源软件来替代云软件。多云部署是个大趋势，为什

兴。

么呢？因为用户不想被厂商锁定，多云就是一个选
择。

中国十三大核心行业比如金融，对行业解决方案
的依赖性其实是非常重的，需要供应商提供很多的配

那么，云是不是到顶了？我认为对于公有云、云

套服务。然而开源本身是一个小组织，是不协调的，

硬件来说还没有到顶，但是对于云软件来说，会面临

缺少组织性的。我难以想象，所有开源软件加在一起

越来越多的挑战。因为云软件的对手是商业软件而不

就能给四大银行提供一个自主可控或者能够解决问题

是开源软件。

的方案。那整合、协调的工作谁来做？肯定是大企业，

云数据库挖走的用户都是 Oracle、SQL server

比如说阿里云、华为云或者说原有的一些解决方案提

的用户。云数据库比商业数据库又好用又便宜。买

供商。

Oracle，一个月要一万块钱人民币的授权费，阿里云

去年出现 Log4j 漏洞问题时，很多企业其实不

400 块钱用一个月，AWS 1000 块用一个月，整整

知道漏洞到底在哪里。如果企业最后被网络攻击了，

便宜了十倍。

那这个责任谁来背？这在中国是非常现实的商业问题，

如今能直接用好开源软件，还能把 1000 块的云

对投资者来说也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数据库砍掉，只需要 20 块钱的硬件成本。以前之所

我认为至少在五到十年这个阶段，云被开源替代

以做不到这一点，是因为开源软件太难用了，只有开

或者如若航所说的，云厂家就做好 IaaS，然后 PaaS

源专家才用得了。想要用好开源软件，还得花五六万

和 SaaS 都留给开源这种理想的状态，在 70% 左

雇一个开源数据库专家，才能享受 20 块钱一个月的

右的行业是看不到希望的。当然我非常希望能看到。

价格。

刘松：若航有些理想，完全忽略了真实世界的复

但是云原生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它已经可以管

杂性和差异化的特点。任何一个开源项目都只能解决

理好数据库了，即使没有专家，你也可以用 20 块钱

用户大需求中的一点点的问题。

的硬件成本去跑数据库。不仅便宜，而且好用。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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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各地的云市场，差异有多大呢？在越南，开

可以看到，每一个地区的用户复杂度、场景复杂

发者都在用 PingCAP 的开源版，但不会付费；日本

度都有各自的特点。

的大型游戏厂商连 DBA 都没有，所有人都在忙着业

此外，每个地区的人才供给情况也不一样。大家

务，它就愿意用一个“昂贵”的云服务，因为没有人掌

很难想象，在中国和美国以外，还有一个大量供应开

握技术；在硅谷，全是像若航这样的人，技术搞定一

源开发者的地方，就是印度。我们有很多的项目都在

切，利用开源软件就能自给自足；在美国中西部，比

印度，他们用我们的开源数据库，然后在云服务上部

如芝加哥，都是商业人士，没有多少技术人员，就想

署。一没见过面，二不去人，连服务都在云上完成，

赶紧买一个云服务，所有事儿都包给它；在北欧，做

这不是开源最佳的一个组合吗？

数字化应用的企业都用开源软件，也用公有云；德国

历史上任何一代技术最开始出来的时候，大家都

企业流行买套装软件，传统的咨询服务非常多，基本
上都用大型公有云的 IaaS 层。

觉得这个技术是一种革命性的，一下子就会把原来的
东西覆盖了，但实际上真实世界永远是混合的。

03 在 PaaS 层，云会被开源软件所替代？
王晔倞（头哥）：在 PaaS 层，云是不是真的

很深的积淀，所以他们就自己做 TiDB 和 PG 发行

会被开源企业所替代？云会退回 Iaas 层吗？一边是

版。那么像平安银行这样具备技术能力的企业，一旦

云 厂 商 ， 一 边 是 开 源 企 业 ， 它 们 未 来 在 SaaS 、

将能力沉淀下来，就会成立所谓的软件创业公司，来

PaaS 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跟云厂商同台竞争。

冯若航：云不会主动退回 IaaS，而是会被专业

在使用 PG 方面，我们比云厂商用得更好，所

的软件创业公司赶回 IaaS。这个软件创业公司不一

以就把运维、使用、管理的经验做成一个软件，去跟

定非得是开源的，因为开源和闭源与否在这件事上并

云厂商同台竞争。这么一来，每一个领域都会有更专

不重要。

业的人去卷云厂商，在这些细分领域，云厂商最终一
定会被打回 IaaS。

首先，云厂商很难在细分领域做到极致。举个例
子，阿里云的云数据团队已经完整地换了一拨人了，

因此，只要开源社区愿意在易用性和运维领域投

因为做得最好的这批人出来创业了。创业做什么？做

入更多的资源，把他们的软件做得更好用，比云数据

云数据库。什么样的云数据库？在阿里云硬件上的云

库更好用，我认为云厂在这方面是很难与其竞争的。

数据库。

对于云厂来说，最好的策略就是放水养鱼。他们

第二，云厂商没法把这个事情做到最好。为什么

在 IaaS 层有非常好的积淀——存储、计算、网络这

呢？因为云软件解决的是运维外包的问题，你想用好

些，别人干不过他们。但是对于他们的弱项——软件

开源软件，它需要的不是数据库原厂，而是资深甲方

方面，应该去接纳创业软件公司来共建生态，而不是

用户老司机。这就好比造车的和开车的完全是两拨

选择自己下场。

人。

所以我认为，云会在 PaaS 层面会被一大堆软
要做好云数据库，需要非常复杂的场景来打磨。

件创业公司给打回去。这是最终博弈的均衡点，实际

举个例子，平安银行既用 TiDB 也用 PG ，并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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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可能需要三年，可能需要五年，甚至需要更长的时

张倩：云厂商，特别是中国云厂商的整体实力是

间。但是内在的动力是这样的。

非常强大的，所以从商业逻辑来讲，他们绝对不可能
自己主动说不做 PaaS。要想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让客

刘松：偏互联网的创业型公司与使用云计算的全

户满意，云厂商肯定要有自己的战略场地，不管

球 500 强大企业，这两类群体在选择云软件的时候

PingCAP、OceanBase 等开源软件做得多好，也一

肯定会有不同的侧重点，因为就软件行业而言，绝对

定要把数据库抓在自己手上。

不是技术领先者通吃，而是涉及各方面的能力。

在核心的领域，云厂商很可能会把一些市场攻下

总的来说，在 PaaS 这一层，开源软件在未来

来，那最终云厂商和开源公司占的比例是多少，就取

八到十年会占据更主导的地位，但是这个主导地位是

决于团队 PK 的能力。如果中国多几个像 PingCAP

占六成还是占七成，还不好说，也不代表主导了就不

这样的企业，那云厂商的份额可能就少些，反之则云

给云厂商的技术团队留有空间。现在，全球云上用户

厂商的地盘更大些。我认为终局还看不清楚，它完全

已经有几百万，不同类型的用户选择不一样。技术原

取决于创业企业和云厂商谁的迭代速度更快，谁能更

教旨主义的人，主要选择开源技术栈；但是相对“传

贴近云客户的需求，谁更加具备行业属性。

统”大型企业的，尤其应用本身也是比较传统的，可
能追求的是高可用、安全性。

04 云和开源的平衡点在哪？
王晔倞（头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些刻意

刘松：公有云未来的终局是什么？它可能是一个

地把云和开源放在了对立面。其实大家都知道，二者

算力的沃尔玛。沃尔玛有自产的商品，但更多的是第

是相辅相成的。那么，云和开源未来的发展，会达到

三方的商品。

一个什么样的平衡点？

什么时候公有云厂商能够容纳那些可能刚刚有

冯若航：我认为开源和云最后博弈的均衡点，就

1.0 的版本、非常有特色、一个客户都没有的开源软

是云厂商做 IaaS 硬件，而开源软件和云在 PasS

件，并且通过 AI、搜索技术，让用户能很容易匹配到

层各占一定比例。

该软件的时候，云厂商和开源生态可能就实现了最理
想的终局。

张倩：我觉得云厂商已经没有投资机会了，已经
进入下半场，几乎不会有新入局者。所以我们聚焦在

对于任何特定的、复杂性的需求不管是人少、业

开源软件。从终局来讲，中国可能会有几家大的全行

务量小的企业想要独特的功能，还是全球 500 强大

业覆盖的云计算厂家，再加上不超过十家的行业

企业想要高可用、安全性，能实现跨全球业务的软件，

Player，所以云厂商最终就是二十家左右。

公有云都能提供一个恰如其分的选择。这是开源的多
样性和云的规模效应能结合的最理想的情况。

但开源软件的机会是更多的。如果能单点突破，
未来会出现几千家，甚至上千亿市值的开源企业。再

到今天为止，无论是从成本和多样性来看，我觉

过十年二十年，很多行业都会有开源软件公司成为领

得云远远没有达到它当年的承诺。

头羊。所以我觉得开源软件的机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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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许可证，欢迎来到云时代
前言
开源许可证从最早的 GPL 开始， 逐渐演进到 GPLv2 和 v3，中间还有 Apache、MPL、AGPL、LGPL
等，但是近几年来有一批新的许可证的出现，引起了社区的一些激烈的讨论。这些新的许可证包括 BSL、
SSPL、Elastic 以及一个比较特殊的附加条款 Commons Clause。
从争论的角度，社区主要分为两大阵营：原教旨主义和实用主义。
原教旨主义的同学们认为只有遵从 1998 年成立的 Open Source Initiative（OSI）定义的 10 大原则，通过
OSI 这个组织审核认证过的（OSI-Certified），才可以称之为开源的许可证。
实用主义则从开源本身的目的出发，认为在源代码开放，绝大部分的社区开发者在使用或者贡献时不受影
响的情况下，不必纠结于字面的定义如何，对社区有益即可。
按照 OSI 的开 源许可证 规则， 目前使 用 SSPL 的 MongoDB，使 用 Elastic License V2 的 Elastic
Search、Airbyte，使用 BSL 的 CockroachDB， 以及附加了 Common Clause 的 Redis，这些大名鼎鼎的
开源软件，都不能称之为“开源软件”了。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因为上面的原因，这些软件不被认为是开源了，是 Proprietary 软件了，难道我们真
的把那些一直在免费使用，并且可以持续使用很好的软件称为“闭源软件”或者“商业软件”？好像也不太对。“源
代码可用”，略微绕口了一点。
让我们先从以 SSPL 为代表的新一代开源软件厂商和 OSI 的角度分别来看一下这个问题两个对立面的一
些底层逻辑。最后我们再来分享下对于云时代开源许可证的一些观点。

作者：
唐建法（TJ），Tapdata 创始人 CEO，MongoDB 中
文社区主席，前 MongoDB 大中华区首席架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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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所知道的 SSPL
MongoDB 是 一 个 非 常 受 程 序 员 喜 欢 的 的
NoSQL 数据库，我是 12 年左右在硅谷和朋友创业
的时候接触到的。在花了一个周末改写了几千行
Python 代 码 ， 把 和 MySQL 的 交 互 改 成 了
MongoDB 之后，本来意图是改善并发性能的我却发
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代码行数缩小到了小几百行，
是原来的 15%——从此我就义无反顾地开始了我的
NoSQL 之路。
因为在社区比较活跃，自己也写了一个和
MongoDB 相关的开源 NodeJS 组件，所以在 13 年
创业项目停止后我就加入了 MongoDB。在我加入的
时候，MongoDB 已经成立 6 年了，人员规模也有
300~400 人 ， 每 年 支 出 一 亿 美 元 ， 收 入 呢 ？ 当 时
MongoDB 的主要营收来自于一些咨询服务和企业版
的售卖。但是咨询服务收入实在是少得可怜，企业版
也不太好卖，最大的竞品是自己：开源版本。 所以
只能一直依靠大量风投资本不断输血。可是融资已经
到了 F 轮，投资人的耐心终于告罄。在一场董事会后，
当时的 CEO 和 CRO 全体撤下，换成一个久经沙
场的职业经理人 Dev Ittycheria。
Dev 上马以后立即制定了 2-3 年内完成上市的目
标，推行了一系列新的商业化举措，包括商业化第一
优先，进军全球，推出云版产品等一系列措施。我就
是在那个时间，从生活工作了 10 多年的美国回到中
国，作为 MongoDB 在大中华区的第一位正式员工
来帮助 MongoDB 在中国落地商业化。在我回国的
14 年下半年，MongoDB 云产品 Atlas 还在研发中，
MongoDB 的主要商业化手段还是企业版。
2016 年的 时候，MongoDB 正式 发布了 Atlas
产品，一个在公有云上的托管数据库服务。
MongoDB 企业版的客户是可以用百或千计的，但是
开源版本的开发者可能有几十万。这些大部分开发者
不会购买企业版授权，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需要使用和
管理维护。这个时候 Atlas 这种云产品形式就很快得
到了这些开发者的青睐。虽然成本不是太低，但毕竟
是开箱即用，省了 0.5 或者 0.25 个 DBA 的费用，
所以 MongoDB Atlas 上线后就呈现了比较快的增速，
在 2017 年上市的时候，已经成为 MongoDB 的增长
最快的业务了。

反 观 国 内 ， 某 公 有 云 其 实 也 在 2016 年 ， 比
MongoDB 原 厂 更 早 的 时 间 ， 推 出 了 云 上 的
MongoDB as a Service，还是用的 MongoDB 的基
于 AGPL 的社区版。 当时的中国市场，企业版的销
售其实是举步维艰，企业版的售卖逻辑是提供了额外
的价值，主要包括原厂技术支持和一套独立的额外集
群管理工具（监控、备份等），和开源版相比，
MongoDB 数据库能力都是一样的。但是在软件获取
成本上，一个是 0 元/年，一个是数十万元/年。在 10
万元就能请一个工程师的中国企业市场，可想而知企
业的付费意愿度有多高。
除了国内，俄罗斯的一些头部云厂商也开始在他
们的云上推出了 MongoDB as a Service，也都基于
免费的 MongoDB 社区版。在此过程中，云厂商为
了能够更好地将一个产品融入到他们统一的云管平台，
提供一些额外的能力支撑，或者自己动手解决一些产
品的 Bug 来满足 SLA，势必会对源码做许多修改。
在这个时候 MongoDB 发现，某些云厂商并没有完
全按照 AGPL 协议规范，将所有这些改动如数开源。
云厂商的实际做法往往是如此，首先公开 Fork
某个 MongoDB 的上游版本，然后在这个 Fork 里
面象征性地提交一些更新，推到 GitHub。实际上大
量的开发会在一个 Private fork 上进行，不会推送到
公 开 的 Fork 上 面 ， 更 别 说 回 溯 到 上 游 了 。 从
MongoDB 的角度，当发现这些 AGPL 协议并没有
在这些云厂商得到很好的合规执行的迹象的时候，就
试图从商业化上和云商进行沟通，希望对方要么是按
照行业的规矩公布代码，要么就达成商业化合作。

经过多次协商，动用到各自的 Legal Team 以后，
MongoDB 发现面临的问题是——商业化合作，双方
期望值相差太大，一个想吃肉，一个只愿意给肉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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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合规方面，云厂商指着那个基本不怎么更新的
Repo 说我们已经按照协议开源了。只有到诉诸公堂，
才可以去内部取证。怎么办？类似的案子，没有先例，
再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去走这条路，听上去就是非
常坎坷。可是云服务又几乎是所有新一代开源软件公
司最主要的收入增长引擎，实在又无法听之任之。
于是 MongoDB 选择了釜底抽薪。改许可证。
在改协议之前，MongoDB 主要采用的是 AGPL
许可证。这是 OSI Certified 的，一致认可的标准开
源许可证类型。 为了应对在云厂商这里碰到的困难，
MongoDB 在基于 AGPL 协议之上，增加了一个补
充条款（解释版，非官方文字）：

02 OSI Certified
我们再来看看 OSI， 开源软件标准的守护者。
当我们说一个软件是否可以被称之为“开源软件”
时，严谨的说法应该是这个软件如果使用了某一个
OSI Certified 许可证，那么可以称之为“开源软件”。
反之如果使用的许可证不在 OSI Certified 列表里，
那么这个软件可能就不应该被称之为“开源软件”。
OSI Certified 许可证我们常见的有这些：

第 13 条： 如果你用这个软件来直接在公有云上
以“xxx as a Service" 的服务方式售卖这个软件本身，
那么你需要将所有相关的改动，包括支持这个软件使
用的后台管理平台软件，都进行开源。
所以，简单来说，SSPL 就等于 AGPL + 第 13
条修改。理解这条修改的初衷、意图、影响范围，也
就理解了 SSPL 的本质。
初衷：和云厂商在商业化利益上的博弈



MIT



BSD



Apache



MPL



GPL



LGPL



AGPL

等等。

目的：防止这种使用开源软件直接获利，但是不
遵循游戏规则的第三方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定义更多是一个社区的自我
约束，并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约束。按照 OSI 自己
的说法，“开源”这个词并不是个注册商标，所以理论
上谁都可以使用，你无法使用法律手段来禁止某个软
件自称“开源软件”，哪怕它并没有获得 OSI 的认可。

影响范围： 直接提供“开源软件 as a Service”的
公有云厂商
在 SSPL 正式发布以后，直接效果是很明显的：
云厂商们要么是下线，要么就和原厂达成商业化合作，
获取特别的授权来继续提供 MongoDB as a Service。
当然，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对开源界造成了
巨大的动荡。对于使用 SSPL 以及后来的 Elastic
License V2 这些新的许可证的软件，是否可以被称
之为“开源软件”的争议一时间充斥了技术社交网络。
不少极端的观点认为如果接受这样的开源方式，开源
将逐渐灭亡。亦有观点认为采用这样的”quasi-开源
“ 许可证肯定会引发社区极大反弹，要不了 2-3 年这
些公司就会陨落（这些讨论集中在 2018 年）。

但是，我们都是在一个生态里面。这个生态就是
有各种成员组成。 在这里，在法律管辖范围之外，
更多的是行业的一些约定俗成和标准化组织。OSI 就
是一个为鼓励促进开源软件的蓬勃发展而成立的组织。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 OSI 通过严格的流程来审核许
可证，界定软件的安全使用范围，提供权威的解释，
那么市场上的许可证可能会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
对于开源社区绝大多数的成员，开源软件的使用者，
来说，这将是个巨大的认知和风险成本。如果你用了
一个不知名的许可证，也没有请律师仔细审核，只是
因为代码可以用就集成到你的产品里来，等你小有成
功的那一天，没准就是你收到对方律师信的一天。
不说其他，就从这一点上看，我们需要 OSI 这
样的组织，以及 OSI Certified 许可证机制。这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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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目的是帮助社区用户移除隐性的开源软件使用
风险，为了保护开源社区更好的发展。

服务）的时候会触发对开发者的其他软件（云管理平
台软件）的限制。

这也是为什么 MongoDB 在宣布了 SSPL 以后，
MongoDB 的 CTO Elliot 向 OSI 提交了 SSPL 认
证 申 请 ， 希 望 OSI 审 核 通 过 ， 将 SSPL 列 为
Certified 许可证。（但是后来 MongoDB 很快就收
回了申请，原因是 OSI 在开始正式审核流程之前，
已经在社交媒体上预判了 SSPL 的死刑， MongoDB
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是无法保证一个比较公平的审核
过程。）

所以如果按照现有的约定俗成，SSPL/Elastic 这
样的许可证，确实是不满足 OSI 的开源标准。所有
MongoDB 、 Elastic 等确实在尊重这个社区共识，
不直接称呼自己为开源，而是“源码可用”。
作为一个非盈利的 MongoDB 中文社区运营方，
我们最近做了一个小调查，来看看作为社区的主要成
员——开发者和用户们是怎么看待这些问题的。

我们来看下 OSI 对现行开源许可证的认定原则。
OSI 认为，一个许可证是不是开源的属性，要看它是
否符合（Open Source Definition，OSD）的 10 条要
求：
1. Free Redistribution-分发自由
2. Source Code-可以获得源代码
3. Derived Works -允许衍生作品（以类似的许可证）
4. Integrity of The Author's Source Code-原作者源码
的完整性

03 MongoDB 中文社区许可证问

5. No Discrimination Against Persons or Groups- 不
歧视个人或团体

卷调查结果


我们的问卷在半天的时间，收集了 99 份有效答
卷，这里是一些摘要的数据，可以提供一些跃然
纸上的观察：



91%的用户支持开源软件做商业化，7%不支持，
2%其他



开源软件的代码贡献者仅占 8%，其余的可以理
解为使用者。也就是说，开源社区绝大多数是开
源软件的用户

10. License Must Be Technology-Neutral -不能以专
门的技术或界面完成授权



关于选择开源软件，只有 6%的用户表示软件的
许可证模式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考量

原文参照： https://opensource.org/osd



多达 73%的用户表示 SSPL/Elastic 针对云厂商
的修改是合理并支持的，10%表示无所谓，17%
反对



对于开源软件用户，89% 的用户表示许可证的
改变对他们继续使用软件没有影响

6. No Discrimination Against Fields of Endeavor -不
歧视任何领域
7. Distribution of License -许可的分发
8. License Must Not Be Specific to a Product -许可
不能针对特定产品
9. License Must Not Restrict Other Software -许可证
不能限制其他软件

针对 SSPL 的批评，集中在第 9 条规则：许可
证不能约束其他软件。而 SSPL 的条款，正是在开
发者（公有云厂商）试图直接销售 MongoDB as a
Service（注意是销售数据库服务本身，而不是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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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开源软件的贡献者，7%的用户因为许可证改变而停止了贡献。
以下是部分问卷调查结果：
可点击链接观看完整问卷： https://mongoing.com/wp-content/uploads/2022/08/52c020886a57cf6.pdf

在云时代，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新的开源许可证？

04 我们该如何理性看待云时代开

考虑到 MongoDB、Elastic 以及 Redis 这些软
件厂商修改许可证的初衷，他们其实都是在寻找一种
对抗公有云厂商不公平竞争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说，
这个问题是一个云时代才出现的问题。

源许可证
在经过对 SSPL 和 OSI Certified 的一些讨论以
及一些对社区的调查之后，回到我们的核心问题：

我先罗列一些不具太多争议性的事实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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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goDB / Elastic / Redis 都是获得了巨大成功，
非常主流的开源软件厂商



这些软件的持续健康发展，无论 OSI 持什么态
度，依然可以服务绝大部分的开源社区用户
(89%)



这些厂商对开源许可证的修改都是在面临云厂商
的碾压式商业竞争情况下采取的应对措施



开源社区需要具有包容性，就如既定的规则里就
有不歧视任何个人和团体一样



OSI 的开源 10 大规则建立于 20 多年前，在公
有云这个跨时代形态出现之前



OSI 的最大的意义之一是制定标准，帮助社区用
户界定不同开源许可证的边界范围



追求商业化的开源软件，依然是开源社区合理的
一部分



社区的用户是支持开源软件商业化的（91%）



我们不喜欢垄断、独断、一家独大，我们喜欢生
态百花齐放，鼓励创新

3）作为一个面向社区的组织，OSI 需要以发展
的视角来看待新生事物。如果真心是为社区用户着想，
可以做一些基于社区投票的机制，来吸纳社区的反馈，
共同修订已经 20 多岁的规定，容纳一些有商业化考
量的许可证到开源这个大家庭里。比如说，可以对开
源软件从不同的维度进行分类，对有商业化诉求的许
可证单独放到一个类别下，并对一些常见的合规条款
进行明确的阐述和审核，帮助大家正确采用合适的开
源软件。甚至可以考虑，只要软件代码开源并且可以
免费获得，剩下的一些限制性条款，可以从 Most
Permissive 到 Most Restrictive 这样一个开放程度，
分成 Level 1、2、3 这样。大家可以各自按需采用
相应 level 的开源软件。这样才是一个真正为社区服
务，而非一个“靠机构赞助运营，受非常有意见性的
一些少数派影响的”的标准组织。
4）对于绝大多数用户，以及贡献者，这些云时
代新的许可证的出现，你需要理解背后的初衷和意图。
就像我们对技术进行科学选型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不
能只听市场上的声音，最终要看是否适合自己的业务
场景。如果这些许可证的改变对你的场景没有影响
（一个简单的判断：你是否为公有云厂商，如果不是，
大概率这些对你来说是没有变化的），你完全可以坦
然接受这些新的“源码可用”许可证。

在上面的这些基础观点之下，我分享一些我的看
法：
1） MongoDB / Elastic / Redis 代表的是开源技
术厂商，他们的特点是以一家技术创新型公司的形式，
将代码开放出来，通过开源社区进行产品的传播，在
为社区提供可免费获得的非常优秀的软件的同时，吸
收社区的贡献和反馈，并服务于自己的商业化诉求。
相比于没有商业化公司支撑的开源软件，这种 Forprofit 的开源有它自己独特的优势：产品路线明确
（开发者可以放心规划），技术迭代快速（有足够多
非常优秀的工程师全职研发），安全问题或者重大
bug 有保障得到解决。
2）20 多年前 OSI 诞生的时代，开源社区大多
是以个体贡献者为主流的 Hobbist。而现在绝大部分
的开源社区数量上是由开发者（使用者）而非贡献者
组成。开发者对于一个名词的科学定义的感知度是相
对较低的（6%的开发者关注许可证的内容），反过
来优秀的性能、功能及成熟度是社区用户之首要关注
点。

05 我们在 Tapdata 的实践
在离开 MongoDB 之后，我创立了 Tapdata.inc，
并对我们公司报以很大的期望，希望我们成为一家极
具使命感的公司——让企业能够更加简单、低成本使
用实时的数据，来发挥更大的业务价值，Make Data
on T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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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 3 年打磨，数十家客户的线上验证，
Tapdata 俨然成为了一个以全链路实时为核心技术能
力栈的实时数据平台，同时也是首个支持 50 多个数
据源的实时异构数据集成平台。

对称竞争优势导致那些 For-profit 开源软件无法生存
的结局。
“我们坚信最终能够胜利的是那些提供生态而不
是扼杀生态的平台（云厂商）...

为了达成使命，我们发现降低获取 Tapdata 的
成本和鼓励社区传播是这个时代最有效的一个手段。
所以我们于近期正式在 Github 上开放了源代码，成
立了 Tapdata 开源项目
（https://github.com/tapdata/tapdata）。

... 为了能够让这些开源软件公司能够可持续地
生存和发展，他们需要一个有效的商业化手段。如果
云厂商利用开源协议攻击这些开源公司，让这些公司
无以为继，那这最终会让开源社区变得更加糟糕”

Tapdata 开源项目采用的是一个混合许可证模式。
我们的策略是针对社区贡献者利用我们 Plugin
Development Kit 来开发各种数据源和数据计算插件
代码，采用 Apache V2 的许可证，而 Tapdata 开
源团队研发的核心引擎框架，包括数据类型标准化、
流计算引擎、自研的算子以及 UDF 能力等会采用
SSPL 许可证模式。
我们希望依托于 Tapdata 开源项目在实时数据
领域的先发和领先优势、强大的产品能力，以及有效
的商业化手段，为社区开发者和我们的客户持续不断
地提供一个最优秀的数据产品。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we believe that
the platforms that win in the end are those that
enable rather than destroy ecosystems...
... In order to sustain the company behind the
open-source technology, they need a monetization
vehicle. If the cloud provider attacks them and takes
that away, then they are not viable and it
deteriorates the open-source community.”
原文链接：
https://techcrunch.com/2019/04/09/google-cloudsnew-ceo-on-gaining-customers-startups-supportingopen-source-and-more/

最后我引用 Thomas Kurian, Google Cloud
CEO 对开源软件的态度，来佐证在云时代，我们需
要的是一个共同发展的生态，而不是因为云厂商的非

开源许可证，欢迎进入云时代！

FSF（自由软件基金会）行为艺术：曾给微
软寄硬盘，希望微软能将 Windows 7 源代
码复制进去，并提供使用许可的相关内容，
然后再邮寄回 F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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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与云，竞合还是共生？
为全面呈现开源与云的发展现状，我们邀请到了华为云与计算开源业务（OSDT）总经理，开放原子开源
基金会 TOC（技术监督委员会）主席堵俊平来聊聊云厂商是如何看待开源与云的关系，又是如何拥抱开源的。
以下为采访实录。

期间，作为主任工程师带领核心研发团队，把
Hadoop 和 vSphere 以及 Cloud Foundry 结合，做
大数据云化的部署以及优化工作。现在看，在云上运
行大数据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情，但在 2010 年前后，
这个工作是非常领先的，当时没有太多在云上部署与
运行大数据系统的方案（AWS EMR 于 2009 年发布，
在当时最多算是 Beta 产品)。
后来在大数据领域做开源时，我也密切关注云上
各 种 开 源 项 目 和 服 务 的 进 展 。 2014 年 我 在
Hortonworks 美国（业界领先的开源大数据公司，后
与 Cloudera 合并）负责核心大数据计算平台 YARN，
就特别关注 Hadoop 集群在云上的应用场景，尤其是
资源的虚拟化、隔离、超卖以及容错等各种场景。
2018 年，我回到国内，入职腾讯负责大数据产品。
从云产品的角度来说，参与开源项目可以培养客户和
用户，引流，同时云厂商也可以做技术和企业级特性
的增强服务，这是云厂商做开源的基本逻辑。当时我
在腾讯云还推动了对 Apache 软件基金会和开放原
子开源基金会的项目捐献与赞助。
入职华为后，我主要负责云与计算领域的开源。
目前更关注计算领域，但在云原生领域，我也在积极
推动一些事情，比如 openEuler 在云上的推广落地。

受访者：堵俊平

除了华为云，我们也在和百度云合作，让百度云成为
openEuler 的重点合作伙伴等等。在 AI 领域，我们

开源中国：首先聊聊您过去做的云、开源相关的

一 直 倡 导 云 原 生 的 AI ， 推 动 AI 深 度 学 习 框 架

工作吧。

MindSpore、模型等产品与开源操作系统以及云原生

堵俊平：我和云，包括云上的开源项目，有很长

做结合和创新，去解决云领域所遇到的问题。

的渊源。早在 2009 年左右，我在 VMware 做云的

这些就是我在云领域做的一些和开源相关的事情。

开发，涉及公有云、私有云、混合云等相关产品。后
来，我也参与了当时的一个正准备开源的 PaaS 平

一、是正交关系，也是生态共同体

台——Cloud Foundry 的开发，在 2010 至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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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中国：开源与云厂商之间是竞合关系吗？为

锁超市某个货架中的某个商品。

什么？

反过来说，如果这些大型超市不讲武德，只卖自

堵俊平：业界有一段话，开源吞噬软件，云吞噬

己的产品，或者看到好产品就直接搬回来，这种做法

开源，听起来像是大鱼吃小鱼的关系。我只同意前面

就会扼杀整个生态。早年很多人吐槽云厂商的这种行

半句，就是软件确实在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为，但是我们也能看到现在许多云厂商也在改进中，

然后软件云化和软件开源化都是很重要的趋势，但云

包括成立开源办公室、大量赞助上游开源软件基金会、

与开源之间不是谁吞噬谁的问题。如果一定要说吞噬、

在开源社区中投入工程师力量、给社区作贡献等等。

传染，云其实也被开源传染了，就好比吞下了“病毒”

所以大型云厂商一定要注重回馈，这是义务，没得选。

一样，开源天然就是“传染体质”。目前基本上纯粹

另一方面，在整个生态的上游，是很有特色的中

私有的云服务协议已经很难得到业界的认可了，相反

小软件厂商。这些厂商一定要找到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开源开放的代码、API 更容易得到业界的认可。

在哪里。核心竞争力在开源项目上的战略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从逻辑上来说是正交关系。

因为把产品开源出去有助于吸引用户和客户。但同时
在充分竞争的云市场上，也要能提供自己独特的能力，

同时，从概念上看，我认为云本身是一种商业模

比如在提供企业支持服务的同时，也可以提供更好的

式，而开源是一种组织形式。那么无论是哪种商业模

性能、或是针对硬件或某些云基础服务（如云存储）

式，都可以用开源这种新的组织方式、生产关系来去

做独到的优化等等，找准自身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定位。

构建。从这个角度看二者也不是竞合而是正交关系，
互相可以结合。
开源中国：聚焦到当下的开源创企与云厂商之间
的关系上，该如何看？
堵俊平：我认为开源创企和云厂商之间更像是生
态关系。现在我们看市场上的几朵云：国内的阿里云、
华为云、腾讯云，国外的 AWS、微软、Google 的
云服务，会发现一大特点——大的云厂商只剩下“几
朵”。但其实云厂商市场并不是天然长成这样，早在
2009 年我刚开始做云的时候，那时候有很多中小型
云厂商，但是到了 2014、2015 年，很多都在激烈

二、开源与云是如何相互促进的？

的市场竞争中倒下了，或被收购或者破产。
在经历过一轮市场淘汰之后，只剩几朵大的云。

开源中国：开源对云厂商的价值体现在哪些方

我认为这些大型云厂商前还应该加一个限定词——

面？反之呢？

IaaS，主要是以 Infrastructure 为主的。这些厂商为
什么能活下来？一方面因为有超强的技术积累，另一

堵俊平：从历史上来看，云厂商有几件很痛苦的

方面资本也比较雄厚，可以满足运营大型数据中心的

事。第一，本质上云是把所有企业内部的 IT 服务搬

技术支持、运营等需求。

到线上，然后提供在线的产品和运维服务，而软件产
品和一般的商品不同，通常一朵云里会有成百上千个

整体来看云资源，业界走向了薄利多销的模式，

云服务，加上企业客户的需求有很多类别，这样云上

有点像大型超市。我们经常说云本质上就是超市，超

所沉淀的东西就变得五花八门，同时产品分散。

市（云厂商）可以卖自产的商品，也可以卖别人的产
品。大型的云厂商则更像是连锁型超市，而此时一些

第二，开发成本和运维成本很高。在公有云大行

中小型的开源创企所做的项目和服务，就像是大型连

其道之前，2008 年或 2009 年左右我还在 VM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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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当时大家讨论未来是公有云还是私有云占主

Spark，还是 TensorFlow、MindSpore，如果想要试

导的问题，一派认为私有云占据主导，原因可以用一

用，那么最快的方式就是先试用云厂商的云服务，速

句话来概括——“全世界的 IT 服务都是由一家公司

度是分钟级甚至秒级别的。反之，如果按照传统的方

来运维，这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 AWS 后面基本

式，一个企业从购买硬件开始，直到完成部署、试用

上是做到了，在云市场上占据了半壁江山。当下的市

一套流程就需要花很长时间，可能到最后已经对开源

场中也是几家公司就可以覆盖全世界的云上 IT 服务。

项目失去兴趣或者失去了时间窗口。所以，对于开源

就是因为云结合开源，让很多项目收敛化了，比较容

项目来说，云服务天然能够拉近和用户的距离，降低

易构建事实标准。当然并不是云厂商单方面去构建标

使用门槛，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准，而是因为云厂商提供了开源项目相关的服务，并

第二点，在构建盈利模式方面，云提供了一个非

且因为这个开源项目好用，所以能够快速吸引用户，

常好的商业模式。如果不用云服务，只是做线下发行

从而实现事实标准。

版，或者专有支持，按照纯线下的方式去构建商业模

事实标准的存在有效降低了云服务的复杂性，虽

式会有两个问题：一是传统 ToB 的销售模式，业务

然现在各个云厂商也提供了很多差异化的服务，但是

增长伴随着销售团队、售后团队成规模地增长，很难

大量主流的产品是收敛的，比如大数据方面，

像互联网公司一样快速起量。另一个问题就是人员成

Hadoop、Spark、Flink 这些项目和服务都是标配，

本，尤其是售后的成本。比如客户的现场 IT 情况往

如果没有这些项目，你会发现一个云厂商想要运维好

往比较复杂，防火墙设置、数据中心、操作系统版本、

多个不同的产品很难。另外如果没有统一的事实标准，

第三方库的安装方式都不一样，这些问题造成的结果

也会形成某种程度的绑架，很难从一朵云迁移到另一

就是可能需要投入很多售后支持人员。当开源产品出

朵云。

现问题的时候，要花很多时间去 debug。

所以我认为某种程度上来说，开源造就了云。现

我之前在顶级的大数据平台公司，公司遭遇的问

在我们说云是一种趋势，开源是一个重要手段，但如

题就是每年也很赚钱，但同时还持续地亏损，而造成

果没有开源的配合，云尤其是公有云在当前取得的成

亏损的原因就是售后支持消耗了大量的人力。云的好

就，不知道要往后推多少年。所以在我看来，云厂商

处就是我们在一个可控平台环境里，所遇到的技术问

做开源是义不容辞的义务，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余地。

题会有所收敛，能快速解决。所以云服务对于开源而
言，不敢说是最好，但至少是一个非常优质的商业模

除了帮云厂商解决这两个痛点以外，结合开源的

式。

商业模式可以建立很好的漏斗模型。由于开源产品免
费、代码开放，可以吸引很多技术爱好者，快速获得

整体来看，开源与云的关系已经过了最“剑拔弩

一些原始的用户积累，我们姑且称之为“用户流量”。

张”的时刻，开始寻求共生与合作，这个过程中，有

然后基于漏斗模型分析，这些用户有一部分会进入生

什么关键事件推动吗？

产系统，到了生产系统之后，就会需要一些企业服务，
或者说需要组建一个专门的团队去做维护，也需要投

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都有很多可能性。一方面，
开源独立发展的时间已有几十年，节奏忽快忽慢，近

入资源或者是工程师到开源社区中。如果不在开源社

几年突然加快了。比如国内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的成

区投入资源，那么就得购买专业的云服务。所以无论

立，从国家到各个公司也都非常关注开源，加大投入。

何种方式，哪怕是免费用户，最终也会一步步沉淀到

另一方面，云是当下一个必然的技术趋势，也有自己

云上和企业服务之上，从潜在客户变成最终用户。

发展的生命周期。那么两个独立发展的事物交织到一

开源中国：反之，云对开源的价值体现在哪里？

起，必然会变得更加复杂，二者会互相促进，也会发
生相碰撞，碰撞可能会反映在云厂商和一些开源创企

堵俊平：云是一个很好的，能够帮助开源触达最

之间，会有利益冲突，包括商业竞争。

终用户的方式。

就像交响乐一样，如果你只听到一种声音就会很

比如现在用户想要尝试使用一个新技术，不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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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调，但是通过不断碰撞之后，大家会明白：在一个

站在云厂商的角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回馈开

生态里面，与其拼命去争夺养分，不如形成一种共生

源主要的困局是什么？

的关系，互相依靠。

堵俊平：因为我自己的业务是比较跨界的，所以

这是一个从偶然走向必然的过程，当然其中也有

我不能完全站在云厂商的角度，我更愿意站在开源的

一些关键节点去推动。比如说像 MongoDB 做许可

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不站任何业务立场。

证变更的时候，突然之间的转变，那么大家就会反思

可能大家说前几年舆论场上有一些抱怨，但其实

开源项目为什么要这样。当然不只有 MangoDB，同

我看到各个云厂商之间也加强了开源贡献，因为大家

一时间段还有 Redis ，ElasticSearch 等系列的项目

发现开源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手段，同时对开源领域

变更许可证。

的贡献也会有相应回报。在开源领域做贡献通常会有

一方面这些项目变更完许可证后还是不是严格意

中长期回报，比如你贡献的人才在社区得到锻炼，就

义上的开源项目，业界有较大争议，比如 OSI（定义

有了一个精干的团队去持续迭代，同时也会更容易赢

开源的标准组织） 就认为 SSPL 不算开源许可证，

得客户的信任。

因为它的商业活动限制、歧视了云服务等应用场景。

当然我们是鼓励对开源社区做出了贡献之后出来

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这确实是开源创企的一次重

宣传的，通过宣传让大家知道开源社区背后的主力贡

要尝试，而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能够让云厂商开始反思。
比如 ElasticSearch 改了协议之后，AWS 就说要去

献者是谁。这时客户会更相信你的技术实力。
像华为之前在 Linux Kernel 社区的贡献排到了

支持上游社区的开发，甚至 fork 一个分支，继续采

第一，我们也是重点宣传，也想让业界知道操作系统

用 Apache v2 许可证去推进开源项目和社区发展。

开源领域背后真正的贡献者是谁。这点很重要，因为

我认为这些都是积极的信号，大家在同一个生态里，

客户在选择的时候容易被误导，当客户看到谁有真正

有互相竞争的时候，也会互相遮风挡雨。

的技术实力和能力去支持一款好的开源产品的时候，
选择会更加明确。那么某种程度上，云厂商也算是实
现了商业回报，或者说是构造出一个完整的“贡献回报”价值链。
从贡献社区到收到回馈，整个的流程是比较长的，
在这个链条中，如果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可能都
会影响实际的收益。因此很多时候团队在提出开源价
值的时候，老板不太认可，也不太支持。但另一方面，
如果走自研的路线，很容易讲价值，因为所有的产品
听上去都是和竞争对手有差异化的能力。所以单从讲
故事的角度来说，自研路线更容易讲清楚的。但是把
视野放大，如果大家都在强调自研，那市场就回到了
二三十年前的老路。
那么我现在想问有什么东西是真正原创的？我认

三、怎么做？Upstream First 可

为很少。绝大部分我们所谓“自研”的产品和技术，

以是第一步

其实开源界都已有类似的项目，那么你怎么能保证你
的小团队可以在跟外部更广大的团队的竞争中获胜？
深思起来，这个其实一样讲不清楚逻辑。

开源中国：目前的状况是，在许多开源项目作者
眼里，云厂商从开源社区得到的益处和回馈不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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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走开源的原因无非就是上级领导存在认知盲区，

在国内的开源界，华为的优质项目，整体也算是做得

不知道外面有一个更大、更开放的世界存在。因为一

最多的了。

旦开源，大家就会知道你这个所谓“自研”的东西

像

99% 都是从开源借鉴的。很多时候强调自研而不开

openEuler 、 openGauss 、 MindSpore 、

OpenHarmony 、 KubeEdge 、 Volcano 等 等 ， 每 一

源，很像是“皇帝的新装”。勇于开源，才能让明眼

个软件在相应领域里，在国内排名都非常靠前，甚至

人看出来，你的产品、技术、人才有几斤几两。

是第一的状态。我们也希望可以从国内最优走向全球

现在回看二三十年前的市场，当时的情况选择闭

领先，现在华为的一些开源项目正在往这个目标努力，

源没问题。但现在我们能看到成功的闭源产品越来越

持续加大投入。

少，反而是和开源开放生态结合的产品，或者说和开

全球的开源生态已经非常繁荣了，中国的开源生

源有很好交互的产品，更容易完成生态的构建。当然

态也在快速发展中，我们希望华为可以成为中国开源

开源开放并不是要求 100% 开源，把关键的、有竞

的基石型的贡献者，帮助国家把中国的开源生态格局

争力的部分开源出来，普惠社区用户和上下游的技术

构建起来，包括我们前段时间一直在推进的“开源雨

伙伴，就可以构建出好的生态模式来促进业务。

林”计划。

开源中国：云厂商应该在多大的程度上去回馈开

像刚刚提到的关于云和开源之间出现摩擦，也有

源？有没有什么标准去衡量？具体可以怎么做？

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用户没有付费的习惯，包括在使

堵俊平：我认为投入多少，是每个厂商根据自己

用开源项目之后不愿意回馈社区。但其实我们实际调

的商业规划来去确定的，没有严格的定义和要求。但

研后发现，很多时候并不是用户不愿意回馈，而是对

是我认为，云厂商要养成一个好习惯——Upstream

开源的认知或者说实战经验不够，比如有时候想到社

First。这不仅是一种利他主义，也不仅仅只是出于开

区做贡献，但是又觉得社区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虚无缥

源的精神，从工程实用性的角度，Upstream First 也

缈的东西，从而贡献无门。所以其实引导更多人参与

是能带来好处的。

到开源生态中来，是需要方法论来指导的。华为联合
开放原子、信通院、软协等中立组织，通过“开源雨

很多时候你维护了一个自己的分支，然后往里面

林”计划，希望能从开源的消费端-最终用户入手，

放了些所谓自研的技术，但极大可能上游会逐渐出现
比你优秀的代码（这个优秀来源于更大的人才资源池，
并 7x24 小时不断的迭代），而你的代码还可能会和

提升他们的认知水平与贡献意愿，从而帮助开源领域
更多的开发者、初创公司在生态中找到自己的赢利点，
最终实现整个生态的繁荣。

上游代码起冲突。这时就需要不断去根据社区最新版
本做迭代，不断 merge，合并冲突，成本很高，长

我一直相信，开源生态最好的模式是雨林模式。

远来看也没什么价值。所以，我认为没有养成

在雨林中可以既长着参天大树，也生存着一些小的苔

“Upstream First”的团队并不是业务上有什么阻力，

藓，它们共同生长，相互依赖，从而让整个生态系统

主要是态度和经验问题。如果哪个团队不遵从

持续繁荣稳定。

Upstream First 来尽可能合入上游，要么就是他认为

堵俊平

开源模块的维护不重要，要么就是和上游社区打交道

现为华为计算开源业务（OSDT）总经理，开放原子

的经验不足，觉得推动困难，想随便维护一下拉倒。

开 源 基金 会 TOC （ 技 术监 督 委 员 会） 主 席 ，LF AI &

这两种情形对最终客户都是不利的，都不可取。

DATA 基金会主席，Apache 软件基金会 Member，Apache

开源中国：华为云对于开源的态度是怎样的？具

Hadoop PMC & Committer 以及 Apache NuttX, YuniKorn

体做了哪些事情？

等项目导师。加入华为前，历任腾讯开源联盟主席/数据
平台部总监，Hortonworks Hadoop 核心团队负责人等角

堵俊平：广义上的开源，包括硬件开放和软件开

色，积累了在云计算，大数据以及开源领域长期的研发、

源是华为整体的战略。在整体开源开放的战略旗帜之

管理和业务经验，具有广阔的技术视野和业界影响力。

下的，不同的业务团队具体动作也会比较类似。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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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还是融合？当开源 3.0 遇上云计算 2.0
作者：刘松 PingCAP 副总裁
刘松先生拥有 20 多年的 IT 领域从业经验，曾经担任甲骨文大中国区技术战略部总经理，阿里云副总裁等职务，
长期服务中国 IT 产业的企业软件解决方案，数据库产品市场，云计算生态发展，开源生态，产学研智库，数字
化转型研究等等领域，对于前沿技术与行业转型的结合有长期深入的咨询与智库经验，在数字化转型，产业互
联网领域主导了多个图书与研究报告。

这似乎代表了一种趋势，作为软件生产侧的开源
和“软件分发+部署侧”的云服务，现在找到了一个
比较好的分工界限：开源负责软件的原创和迭代，云
服务负责将开源产品服务化，组合集成后，就成为企
业用户可以使用的云服务。这似乎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然而，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拉大镜头，我们会
看到，Google 其实是一个特例，它是唯一一个既是
开源的主流推手，又是主流公有云厂商的技术公司，
它有能力实现自闭环。
在更大的市场上，近年来，开源软件公司与云厂
商之间也有很多基于商业利益的竞争和指责。开源技
术公司指责云厂商打包开源项目获得收入但不回馈社
区，云厂商指责开源技术公司为了自我保护修改开源
许可证违背开源精神。
2018 年以来，很多知名开源公司如 MongoDB,
Confluent，Databricks 都通过云服务获得了高速增长。
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新的交叉点。在开源方面，经历
了 Linux 的第一代开源，以及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第
二代开源，开源运动在 2010 中期以后借助云原生和
场景驱动进入第三代；而在云方面，经历了 IaaS 层
为基础的云计算 1.0 也告一段落，以多云/云原生为
主的云计算 2.0 时代已经到来，多云背景下的 PaaS
层和 SaaS 层生态成为云 2.0 的增长主体，开源技术
公司和云厂商自身的 PaaS、SaaS 之间的关系，逐步
演化成为颇为复杂的竞合关系。

刘松

01 从 Google AlloyDB 的发布说起
2022 年 5 月，Google 发布了新一代的数据库产
品 AlloyDB, 除 了 在 技 术 架 构 上 实 现 了 新 一 代 的
HTAP，还明确向开源数据库 PostgreSQL 社区敞开了
怀 抱 。 Google Cloud 目 标 是 成 为 “ Best Home for
your PostgreSQL workloads ” ， 就 是 在 Google
AlloyDB 这个数据库云服务产品上，集成开源数据库
PostgreSQL、开源的云原生技术以及开源的 AI 框架，
最终使其成为新一代数据库云服务。

由于云厂商自身研发的产品有很大比重来自开源
项目，大厂开源也成为一种趋势并在逐步加速。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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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已经形成隐性的共识：开源是软件技术创新的主
要源头，而作为服务企业的载体，云服务是效率最高
的分发和服务模式。至于中间的技术与产品形态，则
要开源技术公司和云厂商各自发挥能力去竞争。但到

今天为止，这些都还是非常模糊的。我们只有梳理一
下开源技术和云计算的发展历史，才能大致明白这些
支配软件行业的趋势是怎么出现并发展的，大的逻辑
脉络可以参考下图：

联网技术栈。到了 2010 年代移动互联网爆发，移动
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平台几

02 开源 1.0 到 2.0：互联网的兴起
和数字平台的诞生 （1990 年代到

乎完全以开源技术栈支撑了整个 2010 年代的数字经
济，包括搜索、电商、社交、支付、视频、本地生活
等最重要的互联网应用领域。

2000 年代）
ESR 的《大教堂与集市》和在上世纪 90 年代诞
生的 Linux 都是开源运动的代表性作品，相信大家已
经耳熟能详，这里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Linux
诞生的背景是对微软授权时代的一个反制，但开源潮
流力量的真正规模化得益于 2000 年后 LAMP 开源技
术栈成为了互联网技术栈，并籍由 Google 的三篇论
文奠定了大数据的基础。开源技术栈成为数字平台公
司的技术基础，这是开源进入 2.0 时代的标志。

纵观整个互联网时代，开源在开发效率与协同创
新模式上的优势完胜商业软件，并在移动操作系统、
分布式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领域形成
了开源占据主导地位的态势。
更为重要的是，移动互联网时代让开源的版图从
Linux 社区扩展覆盖到整个互联网领域的工程师群体，
懂开源的软件工程师人数上升了几十倍，全球开源的
工程师已经达到数千万人。作为开源项目的最大载体，
GitHub 刚好也是在 2010 年代问世的，目前还在持
续增长，开源成为软件工程师趋之若鹜的方式，因为

在这个阶段，开源技术栈成为数字平台的主力支
撑，开源的影响力从 1.0 时代的 Linux 扩展到整个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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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酷、技术好、有社会价值”。（感兴趣的读者可
以从 OSSinsight.io 看到 GitHub 创建以来所有项目
的发展情况。）

联网工程师，互联网工程师也始终都是开源社区的活
跃分子，他们也被称为新一代开源创业公司中的主要
支撑，如 Confluent 的三个创始人来自 Linkedin ，
如 PingCAP 的三个创始人来自豌豆荚，他们都把互
联网公司的基础软件部门的项目独立开源出来，逐步
成为新一代开源商业化的推动者。

03 数字平台：开源技术栈的隐性
商业化

04 云计算催生开源 3.0：互联网技术

开源技术栈成为互联网技术栈的 2.0 时代与开源
1.0 时代一个最大的不同点，是开源技术工程师在数
字经济领域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价值。

栈的溢出和云计算成为数字化基础设

90 年代的 Linux 还只能在与微软等商业巨头抗
争的被挤压阶段勉强站稳脚跟，商业价值和公众影响
力也非常有限。互联网数字平台的商业价值很大程度
就是靠“创新的商业模式+开源技术栈”来完成的，
开源技术栈是数字平台模式得以发展的两大支点之一，
并借助网络效应和数据智能完成商业模式的闭环。
“互联网技术栈=开源技术栈”，开源技术栈借
助互联网数字平台完成了自闭环，这是开源进入 2.0
的主要特征。

施 （2010 年代）
移动互联网留下最重要的沉淀是云计算。云计算
就是互联网公司为了将分布式资源外化，并服务企业
IT 的一种服务形态，是 C 端已经验证的分布式开源
技术栈向 B 端市场的一次跨越，不管是 AWS，还
是 Google 提出 Cloud 概念，都是对分布式服务形
态的一个构想。这个构想的本质，是把互联网验证过
的分布式架构变成服务 B 类企业的一种计算模式和
服务模式。
在开源软件和商业软件之前的竞合关系中，有一
个沉默的群体是中大型企业用户。这些中大型企业
IT 用户在过去 40 年，使用的企业应用主要依托商
业软件，比如 ERP、供应链、CRM、HRM 等，基础
软件也都是 IBM、Oracle、,微软等公司提供的。他们
基本上旁观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并与开源技术栈绝缘。

由此，开源技术栈成为数字平台高歌猛进的技术
底座，在这个时代，没有任何一个数字平台是靠商业
基础软件来支撑的。因为商业基础软件无法应对海量
用户，迭代速度慢，单位成本高。在 2000 年代，亚
马逊和阿里巴巴在起步阶段都曾经长期使用 Oracle
的商业软件，但移动互联网导致的数据暴增使得亚马
逊和阿里巴巴都放弃了 Oracle 数据库，转而使用开
源技术栈搭建技术体系，并且后来又都构建了自己的
云计算体系。

直到移动互联网的后期，才因为这些企业要做各
种面向消费者的移动 App，才开始接触互联网技术栈。
这个时候，云计算应运而生，成为转化互联网技术栈
为企业服务的“摆渡者”。云计算的出现也刚好可以
填补大中型企业不熟悉互联网技术栈的缺憾，大中型
企业作为用户不需要类似互联网公司的庞大工程师团
队。以公有云为代表的云服务模式可以把复杂的技术
栈封装成服务，让企业用户仅仅作为资源的使用者就
可以使用这些技术，为他们的数字化、以用户为中心
等业务战略服务。

在移动互联网主导的数字经济时代，开源技术栈
就是支撑数字经济的隐形冠军，开源技术栈的商业价
值，互联网工程师的价值，就在服务数十亿人口的数
字经济的价值创造中得以兑现。在移动互联网的数字
平台时代，开源技术已经积累足够多的商业影响力和
人才基础，在综合影响力方面已经超过商业软件，只
是未被以软件授权的收入统计成收入罢了。

云计算的诞生，还催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公有云服务让开源软件与商业软件之间的差异变
得不再重要。就云服务的某个特定能力而言，客户在
乎的是可以随时兑现的使用价值——这个使用价值是

移动互联网留下的最重要的资产是全球数字平台
中熟悉开源技术的软件工程师群体。这些人本身就是
很多开源项目的发起者和贡献者，分布式数据库、大
数据、云原生、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发起方都是这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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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按分钟、按秒支付的服务费，开源软件可以与云
服务商分成，商业软件也可以与云服务分成。
在云服务时代，软件的许可已经转化为开源技术
公司与云服务商之间的法律与商业协议，与最终企业
用户无关。在云服务的世界生存，只剩下一个问题，
哪种软件更能高效解决用户的问题？作为用户，就只
关注谁好用，谁能创造价值。开源软件也因此找到了
一个与云服务“共生”的商业模式。无论是开源还是
闭源，在公有云的大舞台是平等的，因为云服务本身，
已经变成一个更大的服务集市。所有的大型公有云厂
商都会有一个 Marketplace 的云市场，各种软件，无
论开源与否都可以上架被用户随时选购。

互联网爆发后的云计算、分布式数据库、大数据、云
原生等技术方面，商业软件公司的创新力基本停滞，
不仅新增的功能有数年期的单边规划，常常有超过
90% 的新功能无法引起用户的重视。因为不是开源，
商业软件的研发部分和用户需求的联系完全断裂，产
品经理听不到用户声音。以数据库为例，大多数传统
数据库的用户使用的功能还停留在十多年前的版本。
在这种模式下，一些商业软件公司转型的云服务出现
了 “ShelfWare”（搁置软件） 的现象，就是大量
新增的特性即使用户购买了也从未激活。在云服务时
代，商业软件公司必须重新思考拥抱开源的创新模式，
也只有拥抱开源模式才有可能找到通向未来的路径。

05 商业软件巨头向云和开源转身
现在，我们把目光投向商业软件供应商，看看他
们为什么也要关注云计算和开源
微软 CEO 萨蒂亚主政微软后，云优先战略得以
贯彻，微软在 7 年的时间里市值成长了五倍。那么，
从微软上一代 CEO 鲍尔默的那句“开源是软件行业
的癌症”，到萨蒂亚把云优先之后又对 Github 进行
数十亿美金的收购，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商业软件
公司在错失了移动互联网之后，在云计算和开源兴起
的时代是如何考量的？

06 多元的云 2.0 时代：开源和云

在移动互联网和数字平台的变革中，同他们的大
中型企业用户一样，商业软件公司总体上也是旁观者。
当移动互联网延伸到云计算，亚马逊和 Google 等数
字平台借助云服务模式开始服务 B 端用户，就开始
与微软、Oracle、IBM 等商业软件公司的 IT 服务直
接竞争，于是一场新旧势力的竞争因此开始。IBM 和
Oracle 都因为商业软件存量市场的包袱在云计算领
域进展缓慢，只有微软的萨蒂亚相对果断地进行了切
换，成为云计算时代的三巨头之一。
近年来，微软收购 GitHub ，IBM 收购 Red Hat
的动作也证明，想要在云时代获得软件领先优势必须
拥抱开源。这来自商业软件一直以来的隐痛——商业
软件一直保持非常低的使用价值和非常慢的迭代速度。
以基础软件为例，在满足用户在操作系统、数据
库、中间件、开发工具等等基础需求之后，商业软件
研发模式往往导致了极低的创新效率。尤其是在移动

的竞合关系成为常态化的博弈，参
差多态成为常态
在 2018 年以后，以 IaaS 层为主导的云计算 1.0
时代告一断落，作为算力的沃尔玛，云计算已经为成
千上万的用户提供了足够便利的资源。与此同时，云
计算厂商在竞争中也逐步进入 2.0 时代。
进入 2.0 时代的典型标志是多云和云原生的兴起，
进而使得 PaaS/ SaaS 的云中立厂商和云厂商自己的
PaaS/SaaS 可 以 同 场 竞 争 。 如 果 把 云 计 算 的
Marketplace 比做电商卖场的话，独立厂商的云中立
产品和云计算厂商自产的云产品都构成了生态的主要
部分，开源软件由于丰富的功能性和迭代速度显示出
更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云厂商 Marketplace 上面的重
要提供方。
借助云原生，开源软件普遍在跨云和集成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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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更大的开放性，这使得开源软件在与云厂商自主
产品的竞争中拥有优势，这也使得云厂商和开源软件
公司的竞合关系常态化。这可能是短期内没有终点的
博弈。
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开源和云的
竞合关系是非常动态的，是一种持续的博弈和进化。
正是基于这种竞争，才能保持着云生态的持续生命力，
这个远好于此前纯粹的商业软件竞争和单纯的开源生
态。
回到文章开头，Google AlloyDB 的发布，面向
的主要市场是开源的 PostgreSQL 用户, 笔者所在的
PingCAP 公司，开源数据库产品 TiDB 过去 7 年以兼

容 MySQL 并 提 供 高 扩 展 性 和 HTAP 能 力 获 得 大 量
MySQL 用户的认可，而作为其 DBaaS 产品的 TiDB
Cloud，在多云环境下给 MySQL 用户提供一个云端
的强化版选择。至此，就数据库赛道来说，之前开源
单机版数据库的两大阵营，PostgreSQL 和 MySQL，
在经历了云计算 1.0 的 RDS 模式之后，现在都在云端
有了新的强化版选择, 这是以云服务模式拥抱开源的
一种最新形态。这两个是开源和云结合向未来演进的
例子。在更大的范围，开源软件和云服务的广泛融合
刚刚开始。我们有理由相信，开源和云的竞合关系会
带来一个更为丰富的软件产业生态，为各行各业的数
字化用户提供一个开放而多元的生态选择。

Linus 的座驾是一台奔驰 SLK 敞篷车，车牌上的文字简洁清晰地描述了他在家庭和
事业中的身份："MR.LINUX", "KING OF GEEKS", " Dad of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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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世界当中到底存不存在“白嫖”？
开源软件不是凭空出现的，开发开源软件是一项艰苦卓绝的工作。每个开源软件的背后少则有原作者一人
的投入，多则协同了成千上万人组成的开源社群的共同努力。然而，开源软件的源代码总是免费可得，并且开
源软件协议总是不限制用户的使用形式。
基于开源软件完成工作乃至搭建业务盈利的用户，并不总是参与软件开发的人，这种形似经济学中“搭便车”
的行为，在国内被提及的时候总会被称为“白嫖”，以至于后者称为圈内的一个热词。那么，开源世界当中到底
存不存在“白嫖”，不同角色眼中的“搭便车”行为到底是怎么样的？本文将对此做些讨论。
文 /

tison

01 用户的“搭便车”行为
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搭便车”行为意即不付成本
而坐享他人之利。由于开源运动的精神就包括了制造
出来的开源软件的源代码免费可得，并且不限制任何
人将其用于任何用途，所以我们可以说，开源世界当
中“搭便车”的行为是广泛存在的。
实际上，当我们编译一个 C 程序的时候，很可
能我们就依赖了自由软件 GCC 或开源软件 Clang 作
为实现编译的编译器。大多数程序员都不曾直接参与
过这两个编译器的开发，因此做过这样操作的人都可
以算是这两个软件的“搭便车”者。
然而，自由软件运动发起的根本，就是 Richard
M. Stallman 对软件自由的追求，即他认为软件开发
应当像学术研究一样，其成果是公开透明并且允许其
他人演绎的。开源运动方面，前面提到的“开源软件

tison

的源代码免费可得，并且不限制任何人将其用于任何

战一个秉承自由软件精神或开源精神的开发者的认识。

用途”就是开源定义的一部分，并且 Apache 基金会

这样的“搭便车”行为在开发者选择对应的开源软件协

的元 老级成员 Ted Dunning 在纪 录片 Trillions and

议的时候就被视为做出了对应的承诺，这也意味着开

Trillions Served 当中也提到，当他不再纠结于其他人

发者应该谨慎选择开源软件协议。

使用软件盈利，而是彻底使用开源软件协议授权自己
开发的开源软件的使用以后，软件的生命力和他本人

另一方面，Apache SkyWalking 的作者吴晟曾

得到的反馈和声誉回报反而增强了。

经说过，“真正伤害开源的是开发者本身”。通过原文
的描述和我走访若干开源软件的维护者得到的回应，

也就是说，纯粹使用开源软件的用户，并不会挑

以及自己作为开源软件的开发者的体会来看，当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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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痛斥用户的“搭便车”行为为“白嫖”的时候，往往指

遇到了很多这类案例，

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一个是开发者，特别是中国的开发者认为，软件

常见的开源用户的错误思路：把公司需求和定制
化需求带到社区，期待社区花费人力时间解决。

作者去帮助他人是天经地义的，因为整个软件是你写



的，所以我来问你问题，你就应该有问必答。如果你

这里提问者，典型的把开源开发和闭源的内部的
功能性开发混淆了。他询问了一个开源社区开发

不答，就认为你这个人摆架子。而不是考虑因为软件

者，不会遇到的场景。

作者用了自己的时间提供服务，所以应该表示感谢。


简而言之，就是无偿使用了开源软件，却丝毫不

宁可等待一周，反复的问一个问题，也不愿意把
关键词放在官网搜索框中回车一下。

尊重投入了巨大精力开发出开源软件的生产者们，反

我也在邮件列表上看到过几个典型的案例。

而认为这些生产者理所应当提供各种支持。
关于这个话题，我和吴晟在推特话题 #开源逸闻

一个是某公司的软件供应链审计人员“要求”
ZooKeeper 说明自己软件的定位和不同版本使用风

上抛出了不少例子。

险，这是把 ZooKeeper 开源软件社群当成与自家公

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 Vue.js 作者的尤雨溪拉黑

司签订了某种合同的软件提供商了。

挑衅者的案例。这个用户认为 Vue.js 的某个库用
TypeScript 写实在是太难懂的，于是抱怨难道作者不

另一个是 Flink 中文列表上，不止一名用户总会

应 该 照顾 纯 JavaScript 用 户 （言 下 之 意 ， 尤其 是

像上面吴晟见到的案例一样，把自己的本职工作的问

“我”）的心情吗？尤雨溪的回复堪称模板，也讲清楚

题抛到邮件列表上，并心急如焚地等待别人的解答，

了这种行为在维护者眼里的性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

一旦收不到回应，就会颇有些气急败坏地抱怨“这个

翻译引用：

问题没人解答吗？！”当然，在用户列表上抛出问题，
这是软件用户的权利。但是 Apache 开源社群强调

嘿，没有人强迫你用这个库，你也不需要为使用

了每个社群成员都是志愿者，如果有人出于社群责任

它付费。作为一个用户，你至少应该以一种互相尊重

感、热心或者解答问题锻炼自己等等动机帮助你，这

的态度进行有建设性的交流，但是你没有。源代码当

是值得感谢的。但是你本人才是领薪水做工作的那个

中的复杂类型是为了给日常使用提供更好的提示，这

员工，其他人没有义务回答你的本职工作带来的问题。

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折衷取舍。你把你自己在

或许你的老板很急，你也很急，但是你先别急，才有

TypeScript 上的挫败感发泄到库作者身上，而库作者

可能在社群的帮助下解决问题。

却在免费地生产开源软件并试图为你提供帮助。你是
一个典型的开源软件“搭便车”者，请你滚蛋并且再也

最后，我想提倡的一点是如果社群当中其他成员
对你提供帮助，我个人希望听到的是感谢而不是“辛

不要使用这个库。

苦了”。因为我一不觉得辛苦，二不觉得这是个义务。

P.S. 你已经被所有 vue.js 组织下的项目永久拉

我没有辛苦地为你做什么，你也不要以为我是在辛苦

黑，请不要再试图回复。实际上，我相信你可以停止

地为你做什么。至于我是在“非工作时间”或者你当地

使用开源软件并且从头开始写所有东西，这会对你更

时间的凌晨回复，你也不要感到惊讶。不要以自己对

好！

这件事情的投入程度来揣测别人为什么要在你当地的
这个时间做这件事情。很多情况下，他不是为你而做，

这个模板很快被其他的一些开源软件的维护者复
用（笑）。当然，库本身仍然是开源软件，这个被拉

而是出于前面提到的社群责任感、热心或者解答问题

黑的人仍然可以免费下载到源代码。但是从这个案例

锻炼自己等等动机而采取行动。至于别人希望在什么

里我们可以看到开源软件作者最反感的“白嫖”行为，

时间做什么事情，也不需要你做评判，主观地觉得别

就是这种理所应当地索取。

人“辛苦”了。

吴晟在多年经营 SkyWalking 项目的过程当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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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云厂商的“搭便车”行为
另一个经常被拿出来讨论的“搭便车”行为，是云

这一下子，制造开源软件的公司就不干了。

厂商使用开源软件打包成云服务售卖盈利的例子。

你没有听过 Kubernetes 的作者指责阿里云销售

为 什 么 MongoDB Inc. 要 说 云 厂 商 伤 害 了

Kubernetes 发行版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也没有听说

MongoDB 的 社 群 ， Elastic 、 Cockroach Labs 和

诉讼专家 Oracle 打击其他 JDK 的提供商，Linux、

Airbyte 也紧随其后呢？

Spring 和 Netty 等等众多开源项目的维护者也不在
乎其他厂商如何打包销售解决方案。因为这些厂商的



Why are we changing the license for MongoDB?



Upcoming licensing changes to Elasticsearch

Inc. 流派的公司，就是打着规模化销售软件服务来盈

and Kibana

利的算盘，云厂商的行为是实打实的利益冲突。



Why We're Relicensing CockroachDB



A

New

License

to

Future

Proof

经营跟他们的获利途径没有冲突。然而，MongoDB

另一方面，虽然也有部分开源软件作者为自己的
付出得不到回报愤愤不平，但是大量高质量的开源软

the

件开发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作者自己的问题或者出于

Commoditization of Data Integration

Because I can 这样的理由。这些作者有着不同于开

这四篇公告，我在《免费增值的商业模式》当中

公司销售标准化软件以外的诉求，乐于见到云厂商使

也提到过。

用它们的技术构建自己的产品方案。反观制造开源软
件的公司是实打实的支付了员工工资开发这个软件的，

我想“云厂商的搭便车行为伤害了制造开源软件

为了回本和盈利就指望把软件和服务卖出去赚钱，除

的公司”这样的说法，是开源的动机不同所导致的。

此以外也没啥别的想法。这样的模式下云厂商赚走的

这些制造开源软件商业公司一开始开发开源软件，

钱，即使还给自己留下了一些盈利空间，也是这些做

是看到了开源软件在技术圈里的传播潜力。从他们的

着有朝一日成为 Microsoft 体量的公司梦想的商业公

思考模式出发，其他公司想要复刻同样的商业价值，

司所不能接受的。

必然会因为跟不上核心团队的研发能力而被市场淘汰。
由于分布式系统的部署和运维足够复杂，只要开源软

前文提到，“开源软件的源代码免费可得，并且
不限制任何人将其用于任何用途”是开源定义的一部

件能够维持 MySQL 时代一家话事的话语权，拿下

分。这就意味着云厂商对开源软件的打包销售在开源

缺乏维护这些分布式系统的客户是有可能的。换句话

协议许可的范围内。制造开源软件商业公司愤而斥责

说，商业公司的基本诉求是盈利，当 MongoDB Inc、

云厂商“白嫖”、“吸血”，是因为他们把自己制造的开

Elastic、CockroachLabs 和 Airbyte 选择开源全栈

源软件当成了专有软件，不希望其他人能够与他们进

技术的时候，他们考虑的商业模式是免费增值的市场

行商业竞争。

策略 + 软件复杂度带来的维护成本引发的付费意愿。
然而，云厂商拥有强大的云上软件部署优化能力。
云厂商与上面这些商业公司做商业竞争，并不需要研

这一点，从 Elastic 即使能够打赢和 AWS 的商
标官司，在开源协议保护知识产权的范围内迫使
AWS 将 其 ElasticSearch 服 务 更 名 为 Amazon

发出具有代差的高水平软件。只要完成云上打包部署

OpenSearch Service 以外，还是要以禁止提供同类

的工作，调配厂商内部的网络、存储和机器资源，调

服务和破解密钥的 Elastic License 来重新许可自己

动遍布全球的销售团队，在企业服务市场的组合拳足

的产品可以看出来。

以在直接使用上述开源软件的情况下赚取高出原厂的

从 ELv2 的措辞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些厂商

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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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诉求就是禁止商业竞争。ELv2 并未限制不提

所有，但是社群又需要公司投入支持的情况，这种情

供同质服务的情况下的商业使用，对于 Elastic 来说，

况产生的项目往往一开始并不是为了作为商品销售而

如果用户具备相应的技能，或者用户公司已经支付给

产生的。例如 Apache DolphinScheduler 目前是白

其工程师用于运维 ElasticSearch 的内部使用，那么

鲸开源公司的技术图谱上的重要基础软件，但是它的

也 就 不 是 自 己 的 目 标 客 户 。 这 也 是 Airbyte 和

启动阶段是在易观公司内部完成的。同样的软件还包

Starrocks 的选择。Cockroach Labs 使用 Business

括 Apache Pulsar 和 Apache Doris 等等。

Source License + Cockroach Community License

对于这些例子当中的公司，由于没有那种“这是

达成了一样的效果。

我的软件”的执念和软件确实几乎 100% 是公司出钱

这种模式的主要缺点如同 Eric S. Raymond 在

投人开发的背景，在经营上可以参考社群依附型的做

《大教堂与集市》中《魔法锅》一文所说：

法，同时加强原厂品牌，积极营建社群伙伴关系，提
高其他竞争对手攻占定位的难度。

封闭条款往往限制了同行评审参与。

公司在技术上选择开源路线的时候，应该遵循开

换个角度看，在组织员工投入精力参与开发的开

源本身就是跨越组织边界的集体智慧的性质，寻找已

源软件，有可能被云厂商或其他竞争对手直接使用的

经存在的方案。例如白鲸开源公司为了完善自己

情况下，商业公司应该如何理解和投入在开源方向上

DataOps 的流水线，没有选择从头开发一个数据管

的资源呢？

道 ， 而 是 联 合 原 Waterdrop 社 群 孵 化 Apache
SeaTunnel 项目。例如最近参与 Apache Ambari 项

我们可以从社群和公司的关系来分类讨论。

目复活的成员，有部分人的背景是希望将 Ambari 用

如果是公司依附型的关系，也就是上面讨论的

在公司大数据套件产品当中。从一开始就加入到开源

MongoDB Inc. 这样的公司，雇佣员工开发软件，那

协同的环境里，也就不会出现抱着盈利的目的付出巨

么只要云厂商或者其他强势的对手参与商业竞争，以

大精力以后没有回报的挫折和矛盾了。

ELv2 或者 BSL 重新许可基本是定局。或许在自己
研发的软件尚不突出，竞争对手发现没有直接复制的

当然，虽然把公司的全部营收赌在一个全开源的

价 值的 时 候 ，才 能 维 持开 源 许可 的 外 表。 GPL 和

技术栈能大卖上不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就不能

AGPL 可以提示下游软件作者期望整个社群在一个共

从头开发一个开源软件。

同的上下文当中工作，但是无法抵抗一行不改只是增
强部署实施和销售团队碾压的来自云厂商的商业竞争。
如果是社群依附型的关系，也就是 RedHat 和

上面提到的这些可以拿来就用的软件，本身是在
商业公司内部作为基础支持服务开发，由于公司并不
需要依靠他们盈利，进而出于开源协同对质量的促进、

Linux 以及 Kubernetes 这样的关系，开源社群可以

生态的建设和声誉的积累等优势，将代码开源。这其

独立生存发展，那么商业公司应该不会有其他厂商

实也是《大教堂与集市》当中论证为何应该开源的一

“白嫖”或“吸血”的体验，因为自己也是社群强大生产

部分，在这些情况下，开源并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力的获利者。这类公司需要理解与自己经营关系紧密

最后，生产开源软件的参与者们到底还是一个一

的开源社群的运作方式，通过制作发行版或者一揽子

个具体的工程师。不是每个人都必须要创建公司，不

解决方案来形成自己的商业价值。形成后者能力的代

是每家公司都必须要做得像微软那样大。

码是专有代码，因此也就不存在被“搭便车”的问题。
例如 Tetrate.io 制作 Istio 发行版和应用网络治理框

Vue.js 的作者尤雨溪曾经透露他通过 Patreon

架，虽然使用了开源的 Istio 和 Apache SkyWalking

接受捐赠和其他途径获得的收入，在 2016 年就已经

等软件，但是也有大量内部代码。阿里和腾讯的

超过在 Meteor 和 Google 的收入。前端圈子的曝

Kubernetes 发行版也是类似的逻辑。

光量和捐助习惯是值得学习的，可以看看其中几位的
Sponsor 情况。

如果是相互依附型的关系，也就是项目并非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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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 ， 由 于 重 度 使 用 @squidfunk 的 作 品
Materials for Mkdocs 作为网站框架，我发现一些关

tison 简介

键的功能只在 Insider 版本当中才有，作者实现得很
好，而我没有时间精力在开源版本上做出一样好的改

Apache Member & 孵化器导师

动，这就促使我也成为这 407 个赞助者的一员。

StreamNative Community Manager

最初的 Apache 成员大多有正式工作，Linux 的
核心成员乘着 VALinux 和红帽上市的东风分到了相
当数额的股票，Netty 的两位核心作者，Trustin Lee
目前在 Databricks 工作， Norman Maurer 目前在
Apple 工作。开源的经历可以是你职场生涯的坚实基
础，如果你有尤雨溪类似的投入到社群并积极维护资
助关系、生产周边或接受广告的话，开源的声誉也可
以为你提供额外的收入甚至成为主要收入。
这些例子的存在说明了“开源”和“云厂商”并不是

微信公众号：“夜天之书”

天然的对立关系。实际上，现实情况是某些商业公司
通过在云上打包销售基于开源软件的解决方案盈利，

关注开源共同体的发展，致力于回答“如何

云厂商和部分这样盈利的商业公司有竞争关系。开源

建设一个开源社群”的问题。

本身是一个包容的概念，你不必将自己代入到企业主
的视角，在重重假设的基础上参与他们在舆论上的攻
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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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债 1.8 亿
2007 年的中国，开源领域仍是一片荒芜。没有多少人知道什么是“Open Source”，就更别提所谓开源
的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
带着对开源价值的无限认可，Red Hat JBoss 世界创新奖首位华人获奖者马越选择了回国创业。不单将恒
拓开源做到新三板开源技术服务平台第一股，他还全资收购了开源中国并出任 CEO，继续推动本土开源的历
史进程。
为了让有明确盈利需求的上市公司恒拓开源健康发展，2017 年马越筹集资金又把开源中国以自己个人的
身份从恒拓开源买了出来，加上后来开源中国依然需要大量
的研发和运营投入，马越为开源中国背负的个人债务最高时
达 1.8 亿之多。
“我可能是目前为止国内为了开源背负最大代价的一个
人。”马越笑着说。

猪圈
冯 若 航 有 一 股 90 后 那 种 冒 险 精 神 在 。 做
PostgreSQL DBA 的时候，冯若航在业余时间搞了个
软件，把无聊又乏味的运维工作全部用软件给解决了，
同时把探索优化所需的监控系统做了起来，这就是
Pigsty（猪圈）。

Pigsty 是 PostgreSQL in Graphic STYle 的缩写，
即 “图形化 Postgres”，因为最开始它的核心是一 个
PG 的 监 控 系 统 ， 用 英 文 凑 出 个 猪 圈 的 缩 写 ；
而 Logo 则更为戏谑，Postgres LOGO 是大象，而
“猪鼻子插葱 —— 装象”，冯若航索性就把 PG 大象
的鼻子截断了变成猪头。
带着一股 90 后特有的迷之 “中二魂”，喜欢在产
品文章中加一些沙雕表情包，有客户说 Pigsty 名字
不好给领导汇报，他开玩笑回：“很可能会痛失中东
市场”。

见证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但又从来不是简单的重复。
在前端流行的语言最终会转移到后端。
26 年前，Java 最初是作为浏览器小部件的编程
语言而发明的，但它最终在服务器端取得了成功。来，
JavaScript 通过 Node.js 重复了从浏览器到服务器/
云的相同迁移路径。今天，WebAssembly 再次处于
从浏览器到云的迁移过程中。
作为见证 Java 从浏览器转移到服务端的老编程
人，2019 年，我创立了 Second State，并且开源

３３

了 WasmEdge 项目。WasmEdge 是安全、高性能、
轻量级、云原生的 WebAssembly Runtime，现在是
CNCF 的沙 箱项目 。现在让 我们通 过 WasmEdge
看看第三次转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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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好事
当我们联系到《大教堂与集市》中文译本作者卫剑钒时，他说：“还没有人对我和开源的故事如此感兴趣。”
1997 年，《大教堂与集市》第一版发布。在开源概念传播开来之后，这本书被称作开源 “圣经”，书中通
过分析 Linux 成功的案例，总结开源开发规律。2012 年，卫剑钒受出版社编辑的邀请，开始翻译这本书，最
终在 2014 年完成。据他说，有了解的人告诉他，这本译作华为某部门人手一本。
虽然在开源圈引起了一阵轰动，但翻译 “圣经” 实际上并没有为他的生活带来太多变化。出书后的好几年，
卫剑钒的兴趣主要在网络安全和区块链，鲜少涉及开源。直到 2019 年，接连发表的几篇开源文化与许可证解
读文章又让他回到中国开源圈视野中央。
卫剑钒称自己是开源的一个观察者。囿于工作原因，他没有以开源协作的开发方式参与某个开源项目。开
源之于他，是一件好事，是时常会感兴趣的一个话题。翻译、写文章都是兴趣到了，想写了，凭着一股冲动就
动笔了。
然而在旁人看来，这些作品精准道出了开源的理念，有关许可证的解读更是难得的、通俗易懂的好文。认
可开源，又能解读开源，开源圈有卫剑钒这样的观察者，未尝不是好事一件。

注：本文首发于 2021 年 1 月 4 日

作者，但对方因要出国留学便放弃了。后来，通过在
网络上搜索译本和读后感文章，吴怡发现并联系了卫
剑钒。没有太多犹豫，卫剑钒就接下这个工作，顺利
通过试译后就着手翻译，也因此和开源结下不解之缘。

一：第一件好事
显而易见，卫剑钒为中国开源界做的第一件好事
是翻译了《大教堂与集市》。
2011 年，卫剑钒第二次读《大教堂与集市》，
颇有感悟，便写了一篇读后感发表在百度空间，摘录
了 15 个书中的观点和相关表述。

（图：吴怡当时在卫剑钒百度空间下的留言）
翻译最大问题出在文本上。吴怡回忆，原作涉及
的内容比较广泛，Eric·S·Raymond 的抽象能力又强，
引经据典，句子又长又复杂，在很多地方都颇费琢磨，
“卫老师翻译一章就发给我，我再改一遍。我与卫老
师反复讨论过多次，也修改过多次，直到我这个外行
能读懂为止。我自信这是最好的一个译本。”

那时，网上已经有几篇《大教堂与集市》中文翻
译。机械工业出版社编辑吴怡当时正打算联系某位作
者，翻译出版这本书：“这是一本名著，对开源世界
有深远的影响，凡是对计算机开源领域有点儿了解，
都会知道这本书。” 原本吴怡找到了其中一个译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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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更准确传达 Eric·S·Raymond 的意思，
卫剑钒用了非常贴近原文的文风去翻译，力求每个英
文实词在译文中都能得以呈现。现在说起，他都会略
带调侃地自夸一句：“哇塞，翻译得这么精准！”
当时卫剑钒还和 Eric·S·Raymond 多次往来邮件，
请教文中的某句话具体是什么意思，什么背景。而
Eric·S·Raymond 在得知中国有人在翻译他的书之后
也非常高兴，提出一连串问题：对翻译这本书的感觉
如何？哪部分好翻，哪部分难翻？对一个双语读者而
言，读英语版和中文版在感觉上会有什么不同？

（图：图书出版第二次校对时的手稿）

事后总结原因，吴怡提到两点，一是低定价的电
子书占去了很大的市场份额，二是当年国内的开源环
境还欠佳。
虽然发行量不高，但在覆盖范围内，书的影响却
不小。一位读者看完此书后，洋洋洒洒写了一篇读后
感，开头便是毫不保留的赞美：“巴西世界杯激战正
酣，有什么可以让我从精彩的球赛中分神几分？有什
么可以让我在浮躁的周遭中偷得片刻安宁？是什么让
我在掩卷冥思中思绪万千？唯有《大教堂与集市》！”

（图：Eric S・Raymond 和卫剑钒的交流邮件）

当时，华为研发能力中心负责内部开源的周代兵
看到这本书之后，通过出版社编辑找到卫剑钒，想通
过 卫 剑 钒 牵 线
Eric·S·Raymond ， 邀 请
Eric·S·Raymond 去华为做咨询合作。卫剑钒后来多
次听人说起，华为非常喜欢这本书，陆陆续续买了很
多本。

即便是有 Eric·S·Raymond 解答加持，仍然有
些长句和难句让卫剑钒挠头。遇到实在难搞的句子，
他就在译言网上求助翻译高手，令他欣喜的是，真有
高手在人间，有些绝妙的句子正是来自这些高手的帮
助。如果你手头有这本《大教堂与集市》中文版，可
以在译者序里看到卫剑钒对这些提供帮助的高手的致
谢。

2020 年，华为开源能力中心再次联系到卫剑钒，
请教《大教堂与集市》中若干问题，并通过邮件与他
探讨开源文化、开源社区、开源治理等在实际工作中
遇到的具体话题。卫剑钒对此也深有感触：“没想到
时隔多年，华为的人仍然对这本书抱有极大的兴趣。”

由于本职工作繁忙，那两年，卫剑钒基本把所有
周末和节假日都给了该书的翻译，经常在咖啡馆一坐
就是一天，翻译完成后又认真做了三、四次校对，
2014 年终于付梓出版。但是纸质书销量却没达预期。
第一版印刷了 4000 本，这与设想中的上万本相去甚
远。

Eric·S·Raymond 的《大教堂与集市》是第一次
从实用性的角度去讲开源，让开源摆脱了自由软件运
动的 “道德束缚”，同时系统梳理了开源参与者的行为
模式、商业路径。现在，想要了解开源的人都会把这
本书当做经典入门书籍去读。而卫剑钒的翻译无疑是
让这本开源文化奠基之作在中国更广泛地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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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这段经历，卫剑钒觉得自己之所以能理解黑
客，是因为自己完全能够体会黑客在面对电脑全神贯
注编程的那种快感，那种进入 “心流” 状态的欣喜和
忘我。

二：编程与伦理学
顺畅翻译《大教堂与集市》，和卫剑钒对编程的
喜爱和对伦理学的研究是分不开的。

大学时，卫剑钒听从家人的建议，选择了在当时
更为 “吃香” 的电子工程专业。好在这个专业也有大
量的计算和编程，他的爱好和专长仍然可以得到施展。
尤其是研究生阶段，他几乎天天都是泡在实验室编码。
不过那个时候，几乎接触不到互联网，也完全没有开
源的概念。1998 年，他读完硕士后，顺利进入北京
某研究所参加工作。没过两年，就邂逅了 Linux ，并
通过 CD 安装了 Red Hat 开始探索。那是他第一次
接触开源软件，认知仅停留在 “开源就是源码可得”。
有 意 思 的 是 ， 在 很 多 年 没 有 再 安 装 过 Linux 后 ，
2020 年年初，他又翻出一台旧电脑，通过 U 盘安
装了 Linux 发行版 Ubuntu，并把过程记录下来，感
叹到：“安装体验和 20 年前一样美好！。”

1988 年，卫剑钒读高一。当时学校开了一门计
算 机 编 程 课 ， 教 学 生 在 APPLE II 型 机 上 学
习 BASIC 语言编程，比如用程序解数学题，画图形，
打印数列之类。
“可以说是一见如故，非常着迷”，刚接触到编程，
他就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其他同学畏惧的难题他那里
也不在话下，以至于高中的计算机课程考试他每次都
是免试。因为计算机资源宝贵，学校开放的上机时间
是短暂的，他每天去学校，都盼着能有机会去机房。
后来学校计算机老师通过全校考试选拔了一个兴趣小
组，他以高分通过，进入了小组，这下可就像是蜜蜂
掉进了蜜罐，“度过了一段相当美好的时光。”

亲密接触开源软件是在读博士时。2001 年，卫
剑钒考上了北京大学计算机系攻读博士，研究方向是
网络与信息安全。深入学习《UNIX 环境高级编程》
之后，他不禁连连赞叹 UNIX 设计的简洁和优美，
“这才是给程序员用的操作系统！”。
另外，他当时还参与了一个嵌入式系统开发项目，
用到两款开源软件，udhcp 和 dnrd。为了完成移植
和完全掌握，他将两个软件大概一万五千行代码从头
到尾精读多遍，直到完全弄明白两款软件每一行代码、
每一个符号的确切含义，并修复了软件中的若干
处 bug。回想起这点，他说，“这和我翻译《大教堂与
集市》以及研究开源许可证的那种劲头是一样的，就
是非要完全弄明白不可，一个符号弄不明白都不放过
自己。”
不过，当时 GitHub、Gitee 这些现在常用的代
码托管平台尚未出现，他并没有机会将代码回馈给社
区，“错失” 一次参与开源贡献的机会。

（图：高中时期的卫剑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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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净是些他感兴趣的话题，于是之后只要有空他都
会去旁听这门课。
课堂上，老师喜欢经常组织辩论，讲哲学，讲伦
理，讲道德，讲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卫剑钒也常常
加入论战，辩得不亦乐乎。这段经历触发了他研究哲
学、研究心理学、研究人类行为动机的深远兴趣。
人是一个道德动物，卫剑钒认为，人所做的任何
事都是在追求一个 “好” 字，只不过每个人追求的好
不一样，有人只是为了自己好，有人是为了更多人好，
“有人说开源无关道德，我完全不认同，开源明显是
让更多人受益，而闭源只是好了个人、好了公司……，
从道德境界上看，不言自明，高下立判。如果去了解
一些自由软件的缘起，你就知道，它完全是自由软件
之父 Richard Stallman 强烈道德感之下的产物。”

三：再触开源
可以说，卫剑钒对开源的认可，一直是建立在对
编程的着迷和对自由、对道德的追求之上。也正是因
为这样，机缘一到，他就会再次扎入开源中去思考。

（图：北大读书期间的卫剑钒）

通过这些经历，卫剑钒完全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说
用开源软件是有成本的，因为使用开源软件是一回事，
掌握它并能够修改它就完全另是一回事了，做不到代
码级别的理解，在软件出 bug 时，就没办法快速定
位和排除故障。但要做到对稍微有点规模的开源软件
的代码级理解，可不是一两个人兼职搞搞就可以的。
“能够深入读懂开源软件代码，只说明你是一个
逻辑还不错的程序员，不代表你就可以借此了解与认
同开源文化。开源软件和开源思想其实是两码
事。” 卫剑钒非常清晰地给二者划分了界限。” 即便
是使用开源软件多年的程序员，可能仍然对开源文化
一窍不通。”

《大教堂与集市》出版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卫剑
钒鲜少谈起开源，闲暇时喜欢写写人生感悟或是技术
文章，发表在自己的公众号上。
直到 2019 年，寻思着再写些什么干货时，他想
到了这本书，于是拿起《大教堂与集市》，写下文章
“开源的七大理念”，总结开源理念的精华。正是这篇
文章让开源人眼前一亮，像是发现了一位消失多年的
“世外高手”，并迅速将他拉入中国开源圈，国内的一
些开源社区和 IT 媒体纷纷找他转载文章，读者也慕
名而来。

在求学北大时的另一段经历，悄悄为他牵上与开
源文化的红线，若干年后，激发他对开源思想的强烈
的发自内心的认同。
2004 年某个周四的下午，卫剑钒路过学校的一
间教室，听到一个学生正在讲台上讲博弈论，由于对
此早有兴趣，便进去找个座位听起来，原来是教伦理
学的王海明老师正在组织学生进行辩论。一节课听下

（图：卫剑钒和开源爱好者参加线下读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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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什么，全都写在许可证中。Richard Stallman 还专
门在 GPL 里面用了一章的篇幅，来陈述和呐喊他对
自由软件的强烈理念。

受到鼓励后的卫剑钒又开始着手重新翻译《大教
堂与集市》，分篇发在公众号上。他认为，2014 年
翻译的版本虽然精准，但是也存在 “精准翻译” 的通病
—— 翻译腔太重。他在豆瓣上看到一位读者这样的
评价：“这绝逼是程序员翻译的。” 对此，卫剑钒一方
面觉得被人看出程序员特质感到高兴，一方面也觉得
该改种翻译思路了。
因此，新版翻译相较旧版更注重表达的易读性，
许多地方不再采取直译，不再追求每个单词都精准体
现，而是考虑让读者怎么读起来更舒服。通俗表达还
被卫剑钒视作写文章的重要目标。他的公众号 “微月
人话” 名字灵感来源于计算机编程著作《人月神话》，
改成 “人话”，就是想突出 “文章是给人看的”。如果
你有兴趣，可以看看他的文章，每篇文章话题都不小，
但无一例外通俗易懂。
在 这 种 写 作 理 念 之 下 ， 2020 年 他 陆 续 写 出
了 MIT、Apache、GPL 许可证的 “人话版” 解读，
受到开源圈的热烈欢迎。

但让卫剑钒疑惑的是，他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
很难找到可供参考的深度解读，即便是许可证原文的
翻译也寥寥无几。比如 MIT 许可证只有短短三段内
容，但是就连百度百科收录的翻译都很不完整，“许
可证这东西出来这么久了，应该会有比较完整和深度
的解读，但是好像并没有…… 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
事情呢？”

四：“开源的本质是一件好事”
卫剑钒没有怀疑过开源的价值。
在他看来，开源的本质精神是共享。写代码要耗
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如果能解决具体问题，显然具备
价值，但代码分享本身成本却极低。
和分享实物不同，实物拿出来给别人一份就会少
一份；代码分享更像知识分享，分享给别人之后原本
的那份还在，而且有可能因为别人的反馈，自身的知
识或代码会更好。“开源的本质是一件好事，应该宣
扬这种好事。” 卫剑钒说道。

最早那篇 MIT 许可证解读源于一次 “吃瓜”。
2020 年初，一个名为 “新蜂商城” 的开源项目引发
讨论。项目作者使用 MIT 许可证开源了软件，代码
却转手就被 B 站、咸鱼用户拿去商业化卖钱，这种
行为自然引发许多人的不满，当然也有人指出，MIT
许可证下，只要保留作者版权声明，其他人可以随意
使用。
看到这多种声音，结合自己翻译《大教堂与集市》
时对开源理念的了解，卫剑钒找来 MIT 略加阅读，
立刻决定写篇文章以正视听。他又发挥起自己 “咬文
嚼字” 的劲头，对 MIT 协议开始精准翻译，再结合
对新蜂商城事件的分析，写成 “从 MIT 协议谈契约
精神” 一文，解释 MIT 其实明确允许他人售卖源代
码的，不应对自己曾经明文允许的事情又横加指责。
文章甫一发布，好评如潮，并引起大量转载。之后在
开源爱好者的要求下，卫剑钒又 “人话版” 翻译了另
外两大使用率最高的许可证：Apache 许可证和 GPL
许可证。
实际上，许可证话题也是卫剑钒进入开源圈子后，
大家凑在一起最爱讨论的话题。在他看来：开源的宗
旨精神全在许可证之中，许可证就是开源软件作者想
对其他人说的话，作者允许别人干什么，不允许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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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欠缺的还是对开源文化深层次的认同。” 卫剑
钒认为，当下中国 IT 界，很多人还是把开源当做一
个实用的工具，从实用主义角度看待开源，甚至有些
人还持怀疑和敌视态度，认为开源软件使用风险大，
包括版权风险、安全风险、运维风险等等。而那种一
谈到开源，就积极地想去推广它、宣传它的人就很少。
作为一个开源的观察者和爱好者，卫剑钒会在来
了兴致的时候，看一看，想一想，写一写，用他自己
的话说，“就是给开源宣传宣传，鼓鼓劲”。正如他看
到程序员懒于阅读法律英语写成的文字；看到法律界
人士更多从知识产权视角出发；看到开源圈人更关注
开源文化和开源治理，所以，面对许可证这个 “早该
研究” 的话题，他便动笔了。
“这段时间是对开源许可证感兴趣，如果时机成
熟，我会写一些其他方面的感悟和想法。” 直到现在，
卫剑钒还是和以前一样，用业余时间写点力所能及的
文字，“我希望我的思考能经得起推敲，能给为某些
问题困惑的人带来一点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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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后，辞职创业，说要卷死云数据库
冯若航最近很忙，6 月一场创业营路演下来，他一次性加了两三百个投资人。 不过，这也是他 “自找” 的。
此前，他是一名 PostgreSQL DBA，为了减少自己的工作量，写了一个开源软件 —— Pigsty 帮自己干活，
日子越发好过了起来。明明可以 “摸鱼” 度日，冯若航却非要选择出来全职创业。
“创业这种事儿吧，一般人一辈子也就是一两次机会，既然摆在面前了，我没理由不去做。” 他这样回答。
的确，冯若航有一股 90 后那种冒险精神在。1993 年出生的他喜欢旅行徒步，从 Apple 裸辞壮游半年说
走就走，出来全职创业也是说走就走。
除此之外，他还有带着一股 90 后特有的迷之 “中二魂”，喜欢在产品文章中加一些沙雕表情包，有客户说
Pigsty（猪圈）名字不好给领导汇报，他也开玩笑回：“很可能会痛失中东市场”。
在开源上，冯若航自称是 “温和派”，所以他为 Pigsty 采用了 Apache 宽松许可证。但矛盾的是，他又有
着十分激进的开源态度，认为社区需要 “激进派”：“开源是一场以软件自由为目的的共产主义革命。开发者各
尽所能，生产资料 —— 软件代码 为开发者共有，按需分配。开源运动不在乎开发者的国籍，声望激励 —
Star/Fork 也取代了货币，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在他看来，开源是一场革命运动，以前的革命对象是闭源软件，而现在则是云软件。

一： “摸鱼” 摸出创业机会
2015 年一毕业，冯若航就进了阿里，成为了一
名数据研发工程师：
“那时候，我在那个传说中的 “数据中台” 上写
SQL 做数据分析。为了做好可视化，开始折腾前端。
为了做好前端，开始折腾后端。为了折腾好后端，我
又去搞起数据库。期间，我还做过算法、软硬件结合、
上门实施、产品设计、算法 / 推荐，甚至当过一个内
部创业项目的架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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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搞来搞去，我发现最核心的东西还是 ——
数据库。这是整个信息软件行业的核心，基础设施与
应用软件的边界。第一眼看到 PostgreSQL，我就迷
上了它。为了用它，硬是在阿里 MySQL 的天下杀出
一条血路，自己干起了 PostgreSQL DBA。”
在阿里，冯若航从最顶端的数据分析一路下钻到
数据库本身，有关数据的一系列工作他都做了个遍。
也就是在那时候，他发现了 PostgreSQL 这个宝藏，
并全心全意地投入了进去。
注：PostgreSQL 的 Slogan 是 “世界上最先进的
开源关系型数据库”。在 2022 年 ，Stack Overflow
开发者调研中，PostgreSQL 成为专业开发者中最流
行的数据库，以及开发者最喜爱、最想用的数据库。

▲ Pigsty 的 LOGO 其实是个 “鼻子插葱的猪”
就像冯若航所说的那样，最开始写 Pigsty 完全
是自用，多少有点 “摸鱼” 的目的在里面。不
过 PG 社区正好缺少一个足够好用的监控 / 高可用方
案，所以他就想把这个软件开源出来，回馈社区。

冯若航的下一站是苹果。“ 我创业的想法萌发于
Apple：我在那儿做了一个演示用的沙箱，用来给大
家分享演示一个高可用的数据库应该怎么设计，并用
直观的图形化的方式演示出这种能力。” 他表示。

摸鱼的快乐时光里，冯若航完全没有想过创业，
“我相信很多开源软件作者在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不会
想得那么远，只是做个软件给自己用。” 而奇绩创坛
（没错，就是陆奇发起的那个）孵化器发现了它的价
值，Pigsty 从 5000 多个项目里脱颖而出，进入了创
业孵化。

这个雏形带有一个监控系统与高可用 PG 部署方
案，只是一个粗略的 Demo。冯若航真正把这个想法
落地发扬光大，其实是在专门做 PostgreSQL DBA
的时候。
“那时我要管理上万核 / 几百套 PG 数据库。
这个活既有精彩有趣的探索优化，也有无聊乏味的运
维管理。于是我在业余时间搞了个软件，把无聊又乏
味的运维工作全部用软件给解决了，同时把探索优化
所需的监控系统做了起来，这就是 Pigsty。

奇绩创坛的 Scout 主动找到我，我也挺好奇就报
了名，面试完就直接就入了围，给到了种子轮投资。
我没有什么犹豫就接受了，这种机会非常难得，能让
我有机会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真正有意义的事。
什么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冯若航的答案是一个
词：Imapact（影响）。

“ Pigsty 是 PostgreSQL in Graphic STYle 的
缩写，即‘图形化 Postgres’，因为最开始它的核
心是一 个 PG 监控系统，用英文凑出个猪圈的缩写；
而 Logo 则更为戏谑，Postgres LOGO 是大象，而
‘猪鼻子插葱 —— 装象’，我就把 PG 大象的鼻子
截断了变成猪头。”

Pigsty 给自己用，无非是能让我们上班摸鱼。但
是如果开源出去，影响力就远不止于此了。一个足够
好的开源软件，能立竿见影地提高社区乃至全球用户
的生产力，甚至颠覆一个行业。
数据库的安装部署维护管理曾经是一件门槛很高
的事情，以前需要稀有的高级开源 DBA，Pigsty 让
初级 DBA / 普通研发 / 运维也可以轻松胜任，也能
让高级 DBA 从琐碎无聊的运维性事务抽身，投入到
更有价值的工作中去。这是实打实的解放生产力。
显然，冯若航想要实现的是影响力，是行业推动，
是变化，是革新。因此，在他的话语体系中常常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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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令人振奋” 的话语，对既得利益者，他也毫不留
情。云数据库、MySQL、Oracle 等等都是他臧否的
对象，有点子狂。

接下来（公有）云出现了。云厂商将开源数据库
套上壳，加上自己的服务器 / 管控 / 共享 DBA，便
成为了云数据库。云厂商通过 “搭便车” 吸血开源软
件，将开源软件放在自家的云平台售卖收费却鲜有回
馈。这样的模式将导致开源软件利润与岗位向云厂商
集中，形成少数巨头垄断，最终伤害到所有用户的软
件自由。

二：“降维打击” 云数据库
软件吞噬世界，开源吞噬软件，云吞噬开源；谁
来吃云？还看云原生与多云部署。

世界已经被云改变了，闭源软件早已不是最重要
的问题了。

云原生是一场从公有云厂商夺回软件自由的伟大
运动，而其图景中还缺少最后一块拼图。

“在 2020 年，计算自由的敌人是云计算软件”。
这是 DDIA 作者 Martin Kleppmann 在其 “本地优先软
件” 运动中提出的宣言。云软件指的是运行在供应商
服 务 器 上 的 软 件 ， 例 如 ： Google Docs 、 Trello 、
Slack、Figma、Notion，以及最核心的软件 —— 云
数据库。

即便云厂商，也在使用云服务器来部署数据库，
我们，将补完这块拼图！
用云服务器的牛，耕云数据库的田，享受双重便
利，立省一半开销！
若用 IDC 托管 / 自建机房，成本砍掉 80% 都
打不住！

02、云数据库有先天不足之处
但冯若航却不担心云数据库的威胁，原因有二：
一是成本，二是信任。

我们要把数据库的门槛压到地板，要把软件自由
交还用户！

云数据库高昂的成本是一个关键原因。说到这里，
冯若航算了一个账： 在商业数据库的时代，
Oracle 软件授权费能高达万元/核·月；而云数据库则
直接将价格砍到了 300～1000 的范围。这一维度上，
要说云数据库比商业数据库便宜很多没毛病。

Pigsty —— 让天下没有难用的数据库！

很多人看到了这一层，却没有意识到相比起开源
数据库/硬件来说，云数据库仍贵了整一个数量级。
“如果我们自己用服务器去搭开源数据库，每个
核月的硬件成本也就是二三十块钱的水平。开源自建
的主要问题在于，相关人才工资高昂甚至有价无市，
折腾起来又麻烦更难折腾明白。假设您雇佣一个月薪
5 万的开源 DBA 来管理数据库，那么想要摊平其人
力成本，用户的规模至少应当在 100 核以上。

以上是冯若航这次路演的原话，目标直指云数据
库。他针对云数据库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
01、在这一阶段，云的确是在吞噬开源

“但是，如果我们能让开源数据库变得更好用，
让开源自建数据库的体验持平甚至超越云数据库；并
在此基础上，通过压低门槛来量产初中级 DBA，问
题就迎刃而解，让用户实打实省去 50% ～ 90% 的
数据库开销，让自建数据库在任何情况下都比云数据
库省钱且好用。

在最初，开发软件 / 信息服务需要使用非常昂贵
的商业数据库软件，例如 Oracle 与 SQL Server。随
着 PostgreSQL / MySQL 这些开源数据库的兴起，用
户们有了一个新的选择，不用软件授权费用即可使用
数据库软件，但想真正用好，通常需要开源数据库
的 DBA 帮助。不幸的是，资深开源数据库 DBA 昂贵
又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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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维打击云数据库，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
情。 ”

从核心的监控管控，到不断新增的各种功能，
Pigsty 一直紧跟用户真实需求。

公有云的中立性则是一个致命问题。在商业活动
中，技术是次要因素，信任是关键。不少公有云厂商
现阶段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立第三方，并不是宣称
的那样只做 “像自来水一样的存储算力” 的 IaaS 生意，
而是 PaaS/SaaS 甚至 App 层一把抓。

“我认为软件开发与自然选择遵循同样的原理：
真正好用的软件是演化出来的、用出来的、长出来的；
而不是谁拍脑袋设计出来的。它一定要用具体环境打
磨，由真实需求驱动。

数据是很多企业的生命线，自主可控是一个强需
求。对高净值客户来说，将数据放在潜在竞对的机房
里，等于将自己的命运交于别人手中，这是完全无法
接受的。

“产品经理必须站在用户的立场去换位思考，我
自己就是甲方用户，所以很清楚自己要什么。”
说到这里，冯若航又点出了云数据库的另一个不足：
没有站在用户的角度想问题，就好像造车厂家应该考
虑司机如何开车一样，现在很多数据库厂商都没有考
虑 “司机的驾驶体验”。

03、开源软件要做起来，一点也不比云产品差

04、后云时代，云将会退回到 IaaS

公有云数据库 / RDS，是一种所谓 "开箱即用"
的解决方案，但它交出的答卷离满意还差得远：昂贵
的成本，许多需要超级用户权限的功能被阉割，笨拙
的 UI 与简陋的监控，诸如此类。
“有人觉得云厂商财大气粗，人才济济技术过硬，
做的云数据库肯定非常牛逼。实际上在专业 DBA 看
来，云数据库只能称得上是及格堪用的大锅饭。开源
软件要做起来，一点也不比云产品差。”

软件吞噬世界，开源吞噬软件，云吞噬开源。那
么，谁来吃掉云呢？在冯若航眼里，云厂目前是守擂
方，需要有竞争者来松动松动。后云时代，软件使用
范式将再一次发生转变，开源社区们应该看到这点，
把握好这个历史性机会。

经过长期迭代演进，Pigsty 目前已经有很多地方
做得比云数据库更好用了。

冯若航表示，云厂商将云服务的定价抬到了远超
合理范围的地步，这是不可持续的。各个软件领域一
旦涌现出像 Pigsty 这样的开源产品，就会全方位挤
占公有云 PaaS/SaaS 生态位。而这一现象正在发生：

以 可 观 测 性 为 例 ， 阿 里 云 RDS for
PostgreSQL 提供 8 个与数据库相关的监控指标，商
业监控软件 DataDog 提供 69 个，AWS 的高级监控
有 99 类。但 Pigsty 包含了 675 类纯数据库指标，应
收尽收，用数据分析的思路做监控。

“云厂商的基本盘是 IaaS，他们的故事是：让
计算和存储资源像水电一样，自己扮演基础设施的提
供者的角色。公有云厂商通过规模效应，压低硬件成
本并均摊人力成本，在存储算力价格上很有优势。但
在 PaaS/SaaS 上，这是不成立的。

在可靠性上，云数据库做的 Pigsty 都做了。主从
复制、自动故障切换（RTO=30s）、异地灾备集群、
同步提交（所谓 “金融级高可用”，RPO=0）、冷备
份与 WAL 归档；云厂商没做的，Pigsty 也做了，延
迟从库、离线 ETL 实例、幂等服务接入等等。

“云厂商真正投入到一个细分领域的人不会太多
且良莠不齐，更重要的是没有创业公司破釜沉舟的专
注、投入、勇气与活力。除此之外，有这个视野认知
的顶尖人才都出来创业了，例如我们同届同组
的 Sealos 就是从阿里云出来，搞开源软件创业，提
供开箱即用的 Kubernetes，我们分别从不同的方向
去 ‘卷’ 云厂商。

可维护性直接关系使用体验，因此 Pigsty 在易用
性上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旨在做到 “开箱即用”。一键
下载配置安装，用 Database as Code 的方式声明自
己想要的数据库，一键拉起、销毁、扩缩容。

“我相信在未来的几年里，这样的开源创企会像
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把云厂商的 PaaS/SaaS 打得
七零八落。而博弈的均衡点就是，云厂商收敛到

“把物理机 / 虚拟机上的数据库，用出了 K8S
的 F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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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aS 层，而 PaaS 层和 SaaS 层则由诸多类似的
开源软件企业所瓜分。”

三：开源是最高纲领
2022 年 2 月，奇绩创坛创业营找到他，算起来
冯若航出来全职创业也不过是两三个月的事。如果这
次路演顺利，他将完成 Pre A 轮融资，同时他也拉
起了队伍 —— 一个不到十人的精干团队。

开源软件的要义是风险自负，可一些用户在生产
环境中使用 Pigsty 时，还是希望能够有商业公司提
供一些兜底。因此，冯若航也就开始着手准备，成立
了 “磐吉云数” 公司为用户提供专业支持订阅。磐吉
云数和 PG 社区的关系，就好比红帽之于 Linux 社
区，用冯若航自己的话讲就是：“我给社区做贡献，
社区让我赚钱钱。”

这 次 路 演 他 亲 自 上 阵 ， 在 2500 个 投 资 人 、
1000 多家投资机构面前介绍 Pigsty，凭借一段鲍尔
默式的推销脱口秀吸引了全场的注意力。“对我这种
工程师确实是很大的挑战，但我不上谁上呢？” 冯若
航笑说。
但冯若航并不孤单。在此之前，Pigsty 是一个以
推广 PostgreSQL 为目的纯公益开源项目，因此它与
PostgreSQL 中文社区的颇有渊源。在社区的加持下，
Pigsty 成 长 得 很 快 。 很 多 种 子 用 户 都
是 PostgreSQL 中文社区的成员，有大量的用户会反
馈需求，也有一些用户会撸起袖子自己上，然后
把 Patch 提回给他们。

冯若航认为，社区是这类开源软件的核心壁垒。
他以 TiDB 为例：“TiDB 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它有
一个活跃的用户 / 开发者社区，它们先有产品再有社
区，而我们恰好相反。PostgreSQL 中文社区没有研
发职能，更像是用户组与展销会，没有一个真正的拳
头产品作为 ‘凝结核’。因此，Pigsty 就旨在占领
这个生态位。”

如今，Pigsty 的特性和功能不断在丰富，已经开
始支持更多开源数据库以及各类软件工具，详情可戳：

在开源进展上，Pigsty 还处于非常早期的状态。
目前，他们在 GitHub 上有 570 个 Star 和 6 个贡
献者（数据截至 2022 年 6 月 28 日），虽不起眼，
但冯若航对此表示乐观：

https://pigsty.cc/zh/docs/feature/

“早期项目 Star 数少是正常的，而且数据库领
域门槛本来就很不低，Star 含金量比其他领域高。
TimescaleDB 融到 C 轮也不过才 4000 左右的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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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更关注增长的模式，况且目前 Star 是指数增长
的曲线，我一点儿都不担心。

CloudNativePG， 以及 帮 助用 户用 好 开源 数 据库 的
Aiven，等等。

“更重要的是，我们之前都是佛系推广，也就是
去数据库会议上做个演讲，公众号写点文章这种，全
凭口碑发酵传播。只要肯去推广运营，增长就会很快。
举个例子，前一阵子我们在 PostgreSQL Weekly 投
了个稿，一口气就多了 100 多个 Star。

冯若航相信，用不了几年，云与开源就会产生新
的博弈均衡。正如当年开源运动的死对头微软，现在
也选择拥抱开源。公有云厂商肯定也会有这一天，与
开源达成和解，心平气和地接受基础设施供应商的角
色定位，为大家提供水与电一般的存算资源。

“虽然目前贡献者不多，但外部贡献的功能都比
较有份量。我们认为 Contributor 应该贵精不贵多，
修 Typo 的贡献者数量没有实质意义。
“比起 PR，我们更需要的是来自真实用户的反
馈来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好产品。我们现在有一个非
常活跃的用户群组，大家会提出各种各样的使用意见，
我们的反馈主要来自这里。”
目前，Pigsty 凭借开源优势，被各行各业所使用，
其中包括互联网企业、部队、气象单位、科研院所、
航天、医院等等，既有国企，也有外企。而在前两个
月 的 用 户 问 卷 调 研 中 ， Pigsty 的 NPS 分 数 达 到
80%。
注：NPS（Net Promoter Score) ，净推荐值，
亦可称口碑，用于衡量用户向其他人推荐产品 / 服务
的整体意愿，是最流行的用户满意度指标。

中文站点：https://pigsty.cc
英文站点：https://pigsty.cc/en/
官方演示：http://demo.pigsty.cc
Github 仓库：https://github.com/Vonng/pigsty

“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值，要知道软件行业的平
均 NPS 大致在 31%。” 冯若航表示。正因为用户
反馈非常好，冯若航将现在的目标定为：“把 Pigsty
做成用好 PG 的一个事实标准。”
与此同时，冯若航认为 Pigsty 最令人激动的部
分就是开源，他坚定相信开源能够对闭源软件进行颠
覆，同样也能对云厂商造成冲击。
“这让人有一种崇高感和使命感，你是为了全人
类使用软件的自由而奋斗的。假使我的公司失败倒闭
了，但我的软件可以活下去，并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这不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
“当然，我可不是孤勇者，整个 Cloud Native
运动正在整体冲击公有云。数据库这里有一块空白生
态位，我不去做自然也会有其他人。
“国外也有公司在做类似的事情，譬如专注把
PostgreSQL 放 入 K8S 的 StackGres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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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earch
eSearch 是一款基于 electron 的识屏搜索软件，
得益于此，它支持 Windows、Linux 和 macOS 平
台，只需从 eSearch 官网下载对应的安装包进行安
装即可体验。
推荐官：神秘的 eSearch 作者
推荐理由：所谓“识屏”，即通过开源的离线的
Paddle OCR（需要额外下载包） 或其他在线 OCR
对屏幕上的文字进行转换，并利用可自定义的搜索引
擎进行搜索、翻译。或者直接对屏幕上的图片进行以
eSearch 开发的初衷是源于作者想在电脑上实现

图搜图、二维码扫描。

类似锤子大爆炸这样的软件，但随着 eSearch 的不

为了获取屏幕信息，eSearch 提供了截屏功能，

断完善，增加一些额外功能：滚动截屏、贴图、录屏

并附带绘制形状、马赛克等滤镜、取色器、放大镜等

等，最终形成了一个功能强大的识屏搜索软件。

功能。它看起来是一个截屏软件，实际上作者的开发

https://www.oschina.net/p/esearch

主旨是利用屏幕内容，获取更多信息。

ip2region
ip2region 是一个离线的 IP 地址定位库和 IP
定位数据管理框架，支持亿级别的数据段，10 微秒
级别的查询效率，提供了很多主流编程语言的 xdb
数据生成和查询客户端实现。
推荐官：OSC 编辑部

极速查询响应：即使是完全基于 xdb 文件的查询，

推荐理由：标准化的数据格式：每个 ip 数据段

单次查询响应时间在十微秒级别。

的 region 信息都固定了格式：国家|区域|省份|城市

IP 数据管理框架：v2.0 格式的 xdb 支持亿级别

|ISP，只有中国的数据绝大部分精确到了城市，其他

的 IP 数据段行数，region 信息也可以完全自定义，

国家部分数据只能定位到国家，后前的选项全部是 0。

例如：你可以在 region 中追加特定业务需求的数据，

自动数据压缩和去重：xdb 格式生成程序会自动

例如：GPS 信息/国际统一地域信息编码/邮编等。也

去重和压缩部分数据，默认的全部 IP 数据，生成的

就是你完全可以使用 ip2region 来管理你自己的 IP

ip2region.xdb 数据库是 11MiB，随着数据的详细度

定位数据。

增加数据库的大小也慢慢增大。

https://www.oschina.net/p/ip2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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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tEditor

发，而非目前很多应用使用的 Electron，这也是它足
够快速稳定的一大因素。
一句话总结，CotEditor 是 Mac 平台上能够完

CotEditor 是一款纯文本编辑器，具有免费、开

全替代 Notepad++ 的开源文本编辑器。

源、启动快速、轻量级，但功能依然强大的特性。

https://www.oschina.net/p/coteditor

推荐官：OSC 编辑部
推荐理由：CotEditor 仅适用于 Mac 平台，它
为 50 多种预设的主要语言提供了语法高亮功能，如
Python、Rust、PHP、Ruby、Go 等；作为一款支
持众多语言的文本编辑器，它依然保持了简洁的配置
界面，用户无需特别的专业知识就能轻松配置编辑器。
CotEditor 采用了 ICU 正则表达式引擎，带来了
更加强大的查找和替换功能；CotEditor 由日本开发
者开发，专门为中文、日文和韩文进行了优化，可以
准确识别文件编码，并且对中文垂直文本模式带来了
很好的支持。CotEditor 采用了原生的 Swift 语言开

kLoop
kLoop 是 Python asyncio 事件循环的高性能替
代实现，构建于 Linux 内核的 io_uring 和 kTLS 功
能之上。
推荐官：Fantix 王川，EdgeDB 团队早期成员，
uvloop 项目维护者，GINO 项目作者。
推荐理由：kLoop 与 GitHub 近万星的 uvloop 类
似，kLoop 也是一种 asyncio “loop”，只不过前者使
用了同样驱动着 Node.js 的 libuv，而 kLoop 则是直
接构建于 Linux 之上，因此得名 kLoop。
其中用到的最关键的两项内核技术，分别是诞生

执行效率。高性能领域的 uvloop 和 asyncpg 也都

于 2015 年的内核 TLS 支持，以及 2019 年开发至

是使用了 Cython，六年前就分别达到了与 Golang

今的 io_uring 功能。为了实现与 Linux 内核的交互，

比肩的 HTTP 服务器性能，以及单进程每秒百万行

kLoop 的开发大量使用了 Cython 语言。Cython 是

的数据库操作。相信 kLoop 能成为继 uvloop 之后，

Python 的一个超集，在 Python 语法的基础上增加

性能 asyncio 的新巅峰。

了一些功能，从而可以将其代码编译为 C 语言代码,

https://www.oschina.net/p/kloop

进而实现对其它 C API 的调用，并能显著提高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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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协作工具的演进方向
【编者按】2016 年，庄表伟撰写了《三代开源社区的协作模式》一文，总结了开源协作模式经历的三个
阶段：围绕邮件列表阶段、基于 All In One 平台阶段、基于社交化编程阶段。今日重读此文，仍然颇有收获。
庄表伟认为，六年时间过去，开源社区没有出现明显的革命性的变化，不过也有一些尚不明显的趋势，或者说
重大挑战出现。今将原文及近年来作者观察皆呈现于此，以飨读者。
作者：庄表伟，开源社理事、华为开源管理中心开源专家。常年混迹于技术社区与开源社区，著有《开源
思索集》一书。

而在研发工具领域，我们观察到一些有趣的现象：
因为软件研发工具的开发者，同时也是工具的使用者。
因此，他们不仅仅会受制于工具，也往往会由此被激
发，开发出对自己而言更加趁手的工具。开发者与使
用者身份合二为一的现象，使得研发工具的发展，简
直可以用“日新月异”、“层出不穷”，甚至“争奇
斗艳”来形容。
随着软件复杂性的不断增加，以及软件开发的参
与者不断增多，团队协作的辅助软件也开始不断增加，
随后我们发现：工具不仅仅限制了个人的行为模式，
更进一步限制了团队的协作模式。
软件研发企业的管理者往往会有某种错觉，他们
会认为：管理就是定下制度、流程与规范，然后“下
面的人”就会照此执行。因为有人“听话”，有人
“不听话”，所以才需要奖励与惩罚的制度，来帮助
管理者推行他的“规则”。所以，他们一般都很喜欢
看《执行力》这样的书。

庄表伟

一、研发工具与研发模式

在开源社区，事情变得有些不一样。虽说开源社
区也有“领导者”，甚至往往会有“精神领袖”，但
他们并没有暴力手段，也没有经济手段，甚至行政手
段。因此，要协调一帮自由散漫的黑客，共同开发高
质量的开源软件，必须有更加高明的手段。

据说，人之区别于禽兽，最大的特征在于利用，
甚至发明工具。在没有任何其他工具时，我们只能借
助于自己的肢体，一旦有了工具之后，我们的能力将
会大大增加。

由于一切都是开放的，所以不仅代码人人可见，
开源社区的协作模式也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这促进了开源社区的协作工具的开发，
进而使得开源的研发协作模式，以远远超过企业内部
的演化速度飞速演化。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工具同时也在限制我
们的能力，甚至限制了我们的行为模式与思维模式。
有一句俗话说得好：“手里拿着锤子，看见什么都像
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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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邮件中，有一类话题是最活跃的，那就是 Bug。
但是，通过翻找邮件查阅 Bug 的最新解决状况是非
常困难的。一个 Bug 从提出，到最终解决，并被确
认在哪一个版本中发布 Fix，是一种稳定的状态转化
模式。一个专有的处理工具，势必会应运而生。
Bugzilla、Trac 等一批工具，就由此被创造出来了。

二、第一代开源协作模式
第一代开源协作模式，在早期几乎没有符合自身
特殊需要的工具，有什么用什么，因此最为常用的
Email，被发展为 Maillist，成为整个开发团队的协作
核心工具，大多数操作系统内置的 Diff/Patch 工具，
使得代码的交流以 Email Patch 为主。这些老牌的
开源项目，从使用 RCS、CVS，到了后来也开始逐
步引入 SVN/Git、Bugzilla 这样的工具，但是围绕
mailing list 开展协作的特征，则持久不变。

（三）代码提交流程的规范化
开源社区，表面上非常崇尚民主自由，但实际上
却盛行精英主义、甚至是个人独裁的。我们往往会给
某个开源项目的创始人，冠以“仁慈的独裁者”的头
衔。是否仁慈大家不得而知，但独裁确实是显然的了。
最大的独裁是代码的管理权。作为创始人与核心
开发者，他们往往以一己之力，贡献了绝大多数的代
码，确定了项目最初的架构与发展方向。他们不会容
忍任何人随意地向代码库提交代码。

（一）作为协作核心的 Maillist
一个开源社区，往往就是一个邮件列表，随着软
件日益复杂，社区不断扩大，邮件列表也会不断分化，
通常会划分为：核心组、开发组、用户组。开发组与
用户组的邮件列表，随着软件的架构分化为多个模块，
还会进一步分解。
在邮件列表里，所有的用户都是平等的，在无法
用工具保障流程的情况下，社区逐渐发展出了一套严
格的邮件礼仪和格式规范。不规范的邮件，不会被理
睬；不礼貌的家伙，甚至会被赶走。
邮件越来越多，即使分成多个邮件列表，依然太
多。Archive 这样的邮件归档、查阅的工具，就必须
得有了。一封邮件，大家都来回复，严格 re: 的标题，
组成了一个可供追溯的线索。
在邮件列表里，通常出现个人的名称，加上
Reported-By、Tested-By、Acked-By 的标记，既是
一种代表个人名义的认可，也是流程规范的一部分，
更是计算各人贡献的依据。

在邮件列表中，一个新来的家伙，从没人认识，
到能够独立地向代码库提交代码，非得经历艰辛不可。
这 样 的 历 程 ， 简 单 地 说 ， 就 是 一 次 一 次 的 Code
Review。被审核通过、合入代码库的 Patch 越多，
一个人对于社区的贡献就越大，可信度也越高，身份
地位也逐步提高，然后，他也就可以去 Review 其他
人的代码了。
总结：在简陋的工具条件下，发展出高效、严格
的社区协作模式 。

三、第二代开源协作模式
第二代开源协作模式，有两大特征：Web 化、
集成化。随着 Web 技术不断成熟，开源社区也开始
创造一个又一个的 Web 开源项目，其中 Web 化的
项目管理工具，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在
Wikipedia 上 ， Issue-tracking Systems 列 出 了 55
个，Project Management Software 列出了 152 个，
其 中 开 源 的 也 有 30+ ， Open-source Software
Hosting 列出了 22 个，堪称蔚为壮观。
这类平台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基于开源的项目管
理工具或 Issue Tracking 工具，自建平台，以 JIRA、
DotProject、Redmine 为代表；基于免费开源托管平
台，以 SourceForge、Google、LaunchPad 为代表。

（二）Bugzilla 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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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开源项目管理工具，主要是，面向企业内
的开发管理学习。文档、流程、角色、权限、统计报
表等等功能，都开始出现了。有些开源项目，也在用
这些东西。

平台在逐步进化，因而能够帮助开源项目，打理
越来越多的事务。通常主流的开源项目托管平台，都
能够完成：
 在线代码浏览，并能够支持不同的配置库；

以 SourceForge 与 Google Code 为代表的开
源托管平台免除了开源项目搭建自己的官方网站、管
理工具、代码仓库之类的繁琐事务，大大促进了开源
项目的发展。不过，由于平台的功能总是受限的，因
此自建门户、自组工具的开源项目依然层出不穷。

 需求管理、Bug 管理，通常合并为 Issue

Tracking；
 版本与里程碑管理；
 文档编写与管理，以 Wiki 的形式为主。

（一）issue & milestone

更进一步的，还有能够完成：简单的自定义工作
流、文件夹与静态资源管理、输出各种统计报表、甚
至提供论坛、搜索、邮件列表以及各种排行榜等等。

在第二代开源协作模式日渐成熟的过程中，另一
股潮流也正方兴未艾：敏捷软件开发。其中最为深入
人心的概念之一，就是每个迭代，完成一批 User
Story。

在此之前，一个开源项目，是一个社区。到了大
平台的时代，整个平台，构成了一个更大的社区。

在开源社区，这个概念被进一步演绎：无论是
Bug 和 Feature，都被统称为 Issue。这些 Issue，
被分到不同的 Milestone（版本），即使最后有可能
延期，Milestone 也会定义一个预期完成时间。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其实很难评价，因为从开
源的原始教义而言：所有的贡献，都是自愿、随机、
不可预期的。为自然生长的软件，规定里程碑，本来
就显得荒谬。但是，从另一方面而言，我们可以引用
另一个中国人过马路的例子——不管红绿灯，凑够一
堆人就过马路，开源软件，往往也是不管里程碑，稳
定一堆特性和 Bugfix，就发布一个版本。

总结：以 Web 形式提供的集成化开源项目托管
平台，标志着开源项目的协作模式，进入成熟期。

如果在开源软件很少，更别提形成开源生态圈的
情况下，这种随意的做法还是可行的。但是在大量软
件，相互依赖的情况下，一个开源项目要赢得其他协
作项目的信赖与协作，必须给出稳定的规划，以便相
互配合。

四、第三代开源协作模式
到了 MySpace、Facebook 与 Twitter 这样的
SNS 网站的兴起，开源项目的协作模式，受到 SNS
的启发，也随之进入了第三代，以 Social Coding 为
核心的开发协作模式，这样的模式在以 Github 为代
表的网站上，体现得最为充分，众多的模仿者也层出
不穷。过去的开源项目与托管平台都是以项目为中心
来打造，而 Github 则是围绕着参与开源的人来打造。
首先满足的不是项目的需求，而是个人的需求，由于
对人的黏性大大增加，也使得 Github 成为近年来最
具吸引力的开发社区。

这种规范，也是被逼出来的。
（二）服务平台化
虽然黑客们喜欢写程序，但是要写的程序实在太
多了，能够不重复造轮子，有现成的好工具可以直接
拿来用也是件好事。如果打开一个网站，注册一个用
户，创建一个新的项目，剩下的事情自有平台帮忙打
理，那么大家都可以愉快、专心地写自己的代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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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 Github，一大批周边扩展服务被建立起
来，构成了一个更加有活力的生态圈。而程序员们，
不仅在 Github 上参与开源项目，更在 Github 上结
交朋友，分享经验，增进能力。甚至这样的协作模式，
还拓展到了编程领域之外，成为开放式协作的流行模
式。
（一）激励机制
第三代开源协作模式，以 Github 为代表，以
Social Coding 为精髓，这一代模式想要解决的问题，
是激励机制的问题。

在 GitHub，一键就能够 Fork 自己的分支，然
后可以跟原有的分支毫无关联，也可以非常方便地提
交 Pull Request，这就带来了更加频繁的分裂，使得
分裂常态化了。
原来的开源社区，开发者修改了代码，希望能够
贡献给社区，需要穿越种种障碍，如果社区不接受，
最后开发者只能逼不得已，自己开一个新的分支，变
成一个新的项目。
在分裂是异常的状态下，分裂是罪恶的，是不应
该的，是会带来阵痛的。当分裂变得常态化，Pull
Request 也变得常态化，分分合合，以每天 N 次的
频率发生。恰恰因为如此，它不再是一种罪恶，而是
一种健康的、向上的、以更快速度进步的模式。大家
不再是在一个版本下，各自贡献，而是在各自的版本
下，独立发展，想分就分，想合就合。

第一代开源协作，虽然创造了一批大大有名的项
目，但事实上却是一个非常小圈子的事业。即使是最
为成功的 Linux 内核开发，也不过 1000~2000 人。
一旦人多事杂，就会出现管理混乱的现象。
第二代开源协作，虽然借鉴了很多企业界的规范
管理经验，但是在事实上，却是不适应开源软件的风
格的，举一个例子：在 Redmine 中存在的角色、权
限、工作流之类的东西，实际开源项目使用的，却非
常少。

Pull Request，从一个代码合并的方式，变成了
开发者之间主要的交流方式，他们发现，最好的交流，
正是通过源代码来交流，一切的讲道理，都不如用源
代码来讲道理。这恰恰是程序员们最习惯，也最喜欢
的一种交流方式。

第三代开源协作，借鉴了社交网络中的各种数值
化模型，关注者数量，Star 数量，Fork 数量，Issue
数量，Pull Request 数量，都在显要位置标示出来，
对于开发者形成正向激励，还有很多的统计图表，形
象地展示了项目的活跃程度。

（三）围绕 Github 出现的扩展服务
较之上一代的平台，GitHub 提供了优秀的开放
扩 展 机 制 ： OAuth 、 API 、 SDK 、 WebHooks 、
ServiceHooks 等等，使得围绕 Github，扩展各种满
足项目特定需要的服务，变得非常容易。

开源社区，原本就有非常深厚的统计补丁数计算
贡献度的传统，这一点在 GitHub 上被发扬光大，可
以说是优秀的继承与创新。

这就是从上一代平台的开源大社区，进化为“围
绕 GitHub 的开源生态圈”。
到目前为止，GitHub 一共支持超过 170 个不同
的扩展服务，其中较为热门的服务有：

（二）基于 Fork/Pull Request 的协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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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项目管理工具集成（Bugzilla，Asana，
Basecamp，Redmine，JIRA，ZohoProject）；



与 持 续 集 成 服 务 集 成 （ Travis ， Bamboo ，
CircleCI）；



与消息通知服务集成（Amazon SNS，Email，
IRC，Jabber）；



与 DevOps 服 务 集 成 （ AWS OpsWorks ，
Deploy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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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tHub 开放平台与 API，基于 GitHub OAuth
API，其他网站可以支持开发者用自己 GitHub 账
号登录，并使用一些有趣的服务；



Cloud IDE，用 GitHub 账号登录，直接在浏览
器里打开一个 IDE，编辑自己在 GitHub 上的开
源代码；



与 此 同 时 ， 独 立 于 集 成 平 台 的 专 门 的 Code
Review 工 具 也 开 始 发 展 起 来 ： Review Board 、
Google Gerrit、Facebook Phabricator 是其中重要的
几个代表。
（三）Workflow：百花齐放
在 Git 逐步流行之后，大家发现基于 Git 可以
选择的“玩法”实在是太多了。从最初写下一行代码，
到最终出现在项目发布的版本之中，期间可以有无数
的“路径”。

Resume Service，根据开发者在 GitHub 上的
各种社交行为与开源项目贡献度，自动生成格式
化的简历。
这些扩展服务，极大地丰富了开源生态圈的内涵。

总 结 ： 社 区 天 生 就 应 该 是 社 交 化 的 ， Social
Coding 与开源社区，简直就是天作之合。

在 蒋 鑫 的 《 Git 权 威 指 南 》 里 ， 又 提 及 基 于
TopGit、Submodule、Subtree、Repo、Gerrit，以
及 Git 与 SVN 配合使用的不同工作模型。

五、开源协作模式的新探索
（一）Git：作为标配

再后来，GitFlow、Github 的 Pull Request，以
及基于 Github 的 Github Flow 等等工作模式，堪称
百花齐放。

目前看来，Git 作为分布式配置库的王者地位，
已经不可动摇了。初步总结原因，至少有三个：


Git 与 GitHub 互相促进，作为全球最大也最流
行的开源社区，他的标配是 Git。这也导致越来
越多的开源项目，选择 Git 作为标配；



众人拾材火焰高，越是参与开发的人不断涌入，
越是能帮助 Git 发展得更快。这是一个赢家通吃
的世界；



在 git-scm.com 官方教程《ProGit》里，提及了
三种：集中式工作流、集成管理员工作流以及司令官
与副官工作流。

为什么会出来这么多 workflow？因为团队与项
目的差别，实在太大了。现在到我们简直无法想象，
那些在各种情况下都坚持使用 SVN 的开发者，是怎
么熬过来的？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选择太多，也会带来另
一种烦恼······

开源生态圈的出现，使得围绕 Git、GitHub 发
展出一大批相关的开源项目、开源工具以及次级
社区。这一现象，在 Docker 横空出世之后，再
一次得到展现。

（二）Code Review：必不可少
开源社区一直有非常悠久的 CodeReview 的历
史，哪怕 在最早的 Mail & Patch 的时代， Review
也是开源协作的头等大事。仅仅梳理 Review 的历程，
也可以看到其中工具与流程的发展。
最初是邮件 Review，然后是在集成平台上内置
Review 功能，或者提供更强大的 Review 插件。到
GitHub 创新地提出 Pull Request，则是一种更加方
便有效的 Review 模式。

（四）CI、CD、Dev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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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Everything as Code 到
Everything
Automation，是另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前两天，
我从机场出来，正好看到两个并列的广告牌，一个广
告的大意是：“UPS 助您打通全球供应链”、另一个则
是“中国银行助您打通全球供应链”。这真的很有意思，
看来在各行各业，大家都开始在关注整个生命周期的
各个环节之间的打通。

所以，开源社区一直在致力于两个看上去相反的
目标：“吸引尽可能多的人，以尽可能简单、便捷的
方式，参与到开源中来”“在人多得超乎想象的情况下，
依然能够保持，甚至不断提高效率”。
（三）如何计算参与者的贡献？

只是，在软件领域，我们会感觉到这是一种回归。
毕竟，最初的软件开发都是很简单的。在一台计算机
上，自己写程序，自己编译，自己调试、运行，最后
发布。既不用依赖他人，更不用等待什么流程。
随着项目越来越复杂，参与的人越来越多，我们
的软件不仅仅运行在自己的机器上，还可能需要部署
到服务器上，或者需要发布到某种平台上。在协作者
众多的情况下，如何分工合作？ 在开发者水平参差
不齐的情况下，如何保证质量？在分工、协作、流程
与质量保证的要求之下，如何提高效率？

开源社区，不会给参与者发工资，因此激励是一
个大问题。公平、公开、公正地计算所有参与者的贡
献，以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形式，计算并公布各种排
行榜，可以说是开源社区特有的“刚性需求”，因此
SNS 与开源社区的结合，成为必然。以后，面向开
源协作的大数据分析，也一定会出现。
（四）如何激励、吸引、回报参与者？
计算参与者的贡献，仅仅是公平激励的基础。让
激励变得有趣，变得有价值，变得有意义，则是吸引
与回报参与者的不二法门。因此，游戏化的思路，会
被越来越多的引入到开源社区中来。

这 些 都 是 DevOps 致 力 于 解 决 的 问 题 ， 也 是
DevOps 不断得以发展的原动力。

（五）如何保障项目质量？
保障开源项目质量的最大利器，是引入数量众多
的热心测试者。但是，仅仅有人愿意测试，主动、积
极地帮助测试，已经越来越不够了。随着项目越来越
复杂，开源项目必须逐步走出仅仅依赖肉眼、依赖
“人多＋运气”的质量保障模式。

总结：开源社区，始终在进步，GitHub 代表的
也只是「一代」而已，新的一代协作模式，还会被创
造出来的。

六、暗线：工具、习俗背后的逻辑
过去是如何？未来又会怎样？想要回答这类问题，
其实需要更加深入地思考：开源社区的协作模式，为
何会变？变化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一）开源社区研发工具的两大目标：降低门槛，
提高效率
开源社区与普通的软件开发最大的不同，就是参
与者多多益善。在《大教堂与集市》中，Eric Steven
Raymond 总结到：“如果开发者协调者有至少一个
像 Internet 这样好的沟通媒介，并且知道如何不靠
强制来领导，那么多人合作必然强于单兵作战。”这
简直就是绝妙的预言。虽然当年的 ESR 也许并未预
测到基于 Internet 会出现那么多辅助开源的相关工
具（他们当时还只有邮件列表）。

自动化测试以及更加规范的 Review 流程，则是
必然出现，而且将越来越重要的环节之一。
（六）如何协调一致地工作？
自由与规范，计划与变化，兴趣与责任，这些经
常会在社区里成为争论的热点话题。虽然在《大教堂
与集市》中，ESR 极力鼓吹“礼物文化远远胜过交
换经济”，但是在一个庞大的社区，各种各样的事务
都需要有人去完成，而且还不能漫无章法。
因此，某种调节手段、协调者与协调机制、甚至
是看不见的手之类的东西，会慢慢地回到社区。
（七）如何在社区里平等、高效地协商？
目前来说，依然只能是“线上讨论+线下开会”。
虽然很多开源社区，开始学习《罗伯特议事规则》这
样的开会圣经。但是，开会依然是最令程序员感到苦
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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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在这方面，将来会不会出现更好的辅助工具，
这方面很值得期待。

七、新趋势隐隐出现（2022 年增补）
（一）开源供应链安全，越来越被重视

（三）如何阻止开源世界的分裂？
开源从诞生之初，就是怀抱着天下一家，世界大
同的理想。我们一直无法想象，或者说无法接受——
开源世界可能会分裂为互不相通的几个部分——这样
的未来。
假设世界真的分裂了，开源世界是否能够不被分
裂？从政治上、从社区协作机制上、从技术上是否能
够做些什么？思考并解决这些问题，可能会导出一些
革命性的协作模式。

随着近年来频频出现的重大开源漏洞（Tomcat、
FastJson、log4j…）、重大开源投毒事件、删库跑路
事件等等，使得整个社区开始越来越重视 供应链安
全 的问题。

结语：作为身在此山中的开源圈内人士，我必须
承认，我目前还没有非常清晰、明白的方向与答案。
只能期望有更多的朋友，一起来探索开源协作的未来！

如何将各个利益相关方团结起来？如何在技术层
面、工具层面、责任与利益层面有所改进？思考并解
决这些问题，可能会导出一些革命性的协作模式。

微信公众号：开源社

（二）智能辅助开发，带来的挑战
最近的一个新闻相当引人关注，GitHub Copilot
开始正式收费。SFC 发起号召，要大家放弃 GitHub。
但是，大趋势是不可阻挡的。通过越来越多的开
源代码训练，我们能够得到更好的助手—— AI 帮助
我们写代码。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处理各种授权、版
权、专利、收益分配，甚至道德评价等问题。思考并
解决这些问题，可能会导出一些革命性的协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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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项目作者欲众筹 60 万打官司

Vim 9.0 正式发布

瑞 典 开 发 者 Torbjørn Ludvigsen 及 其 团 队 开 发 的

Vim 9.0 版本献给 Sven Guckes，他于 2022 年 2

3D 打印机项目被非营利性合资机构恶意申请专利，

月 去 世 。Sven 是 Vim 的 核 心 维 护 者 ， 他 注 册 了

因此他们决定发起一个筹款活动，以筹集大约 60 万

vim.org 域名并创建了第一个 Vim 网站，我们将以

瑞典克朗（约 6 万美元）的资金，希望通过诉讼让

此纪念他。

专利局能够重新审查这项专利申请，以及希望专利持
Apache RocketMQ 4.9.4 LTS 版本正式发布

有人能自愿撤回专利。

RocketMQ LTS 版本指的是 Apache RocketMQ 社
区长期提供支持的版本。在社区后续版本中的 BUG
修复也会及时的从 trunk 反向移植到这个版本，从而
实现后续 5.x 和 4.9.x 双版本交替发布，预计每个
LTS 版本将会支持 18 个月。
4.9.4 LTS 除了引入社区非常关注的 RIP-28 轻量级
消息队列 LMQ 等新特性之外，稳定性和性能也做了
大量优化。
向量化执行引擎框架 Gluten 宣布正式开源
Gluten 是 一 个 向 量 化 执 行 引 擎 框 架 ， 由 Intel 和
Kyligence 两家企业合作共建，项目旨在为 Apache

EMQX 5.0 发布：单集群支持 1 亿 MQTT 连接

Spark 注入 Native Vectorized Execution 的能力，

全球领先的开源物联网数据基础设施软件供应商

极大优化 Spark 的执行效率和成本。

EMQ 映云科技宣布，旗下核心产品开源分布式物联
openKylin 0.7 体验版本发布，支持 PC、平板双模

网 MQTT 消息服务器 EMQX 5.0 版本正式发布。

式

EMQ 创始人兼 CEO 李枫表示：“EMQX 5.0 是
MQTT 领域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成果。它不仅是全球

7 月 22 日，桌面操作系统根社区 openKylin（开放

首个单集群支持 1 亿连接的分布式 MQTT 消息服

麒麟）首个体验版——openKylin 0.7 发布。

务器，也是首个将 QUIC 引入 MQTT 的开创性产

openKylin 0.7 基于 Linux 5.15 内核和其他开源组件

品。”

进行构建，默认搭载 UKUI3.1 桌面环境，自带 “和
印”、“寻光” 两套系统主题，提供 wayland 支持

开源项目维权成功案例：spug 开源运维平台成功维

和平板模式支持，并集成了一系列稳定版本的基础

权

库、图形开发库和 SDK，为用户带来良好使 用体

Spug 开源运维项目是 2017 年在 GitHub 开源，并

验。

持续维护至今，目前 Github 上 Star 数已经接近
7.6K。2021 年 1 月发现老男孩教育侵权，经过 1
年多的维权，现在终于有了结果！
Vue 2.7 火影忍者发布
Vue 2.7 是 Vue 2.x 最后一个版本，代号 "Naruto"
（火影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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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龙蜥自研特性！生产可用的 Anolis OS 8.6 正式

Unity 桌面 6 年来首次重大更新，7.6 版本正式发布

发布

Unity 7.6 是 6 年来 Unity 的第一个重要版本更新

龙蜥操作系统（Anolis OS）8 是龙蜥社区发行的开

（上一个版本还是在 2016 年 5 月）。官方已经重

源 Linux 发行版，支持多计算架构，提供稳定、高

新启动了 Unity7 的积极开发，并将定期发布具有更

性能、安全、可靠的操作系统支持。Anolis OS 8.6

多功能的新版本。

经历了需求冻结、BETA 版本、RC 版本、GA 版本
及正式发布阶段。在 5 月 23 日完成 BETA 版本
的 首 发 后 ， RC 、 GA 版 本 还 进 行 了 产 业 级 别 的 功
能、性能、稳定性、国产化平台等验证覆盖。
Zig 编写的“全家桶”JavaScript 运行时 Bun，性
能完爆 Node.js 和 Deno
Bun 是 采 用 Zig 语 言 编 写 的 高 性 能 “ 全 家 桶 ”
JavaScript 运 行 时 ， 官 方 称 其 为

"all-in-one

JavaScript runtime"。所谓 "all in one"，是因为 Bun
提 供 了 打 包 、 转 译 、 安 装 和 运 行 JavaScript &

JavaScript 规范有了新的替代 License

TypeScript 项 目 的 功 能 ， 内 置 原 生 打 包 器 (native
bundler)、转译器、task runner、npm 客户端，以及

今年 3 月，Ecma International 接受了 Mozilla 提

fetch、WebSocket 等 Web API。

出的 “新的替代许可证” 提案。
6 月 22 日，第一个采用此许可证的请求获得了 TC39

被呼吁抵制，7-Zip 伪开源还留有后门？网友：无稽

的 批 准 ， 并 被 应 用 于 以 下 文 档 ： ECMA-262

之谈

（ECMAScript，JavaScript 的正式名称）和 ECMA-

开发者 Paul 发表了一篇呼吁抵制知名压缩软件 7-

402（ECMAScript 的国际化 API）。

Zip 的文章。他认为该软件是 “有限的” 开源。原
因则在于：7-Zip 的代码没有托管在 Github、Gitlab

谷歌开源替代 C++ 的编程语言：Carbon

或任何一个公共代码托管平台上，只有一个

谷 歌 工 程 师 Chandler Carruth 在 多 伦 多 举 办 的

Sourceforge 官方页面上的 src.7z。“没有历史、没

CppNorth 大会上宣布，正式开源谷歌内部打造的编

有 committer、没有名字、也没有文档，只有一个存

程语言：Carbon，并称 Carbon 是 C++ 的继任者

档”。

（目前处于实验性阶段）。Carbon 与 Rust 有许多
相同的目标，并且支持与现有的 C++ 代码完全互操

ECMAScript 2022 正式发布

作，目标是让开发者尽可能轻松地从 C++ 迁移到
Carbon。
GCC Rust 得到 GCC 批准，将被纳入主线代码库
GCC 指导委员会批准了 GCC Rust 前端，为 GNU
Compiler Collection 加入 Rust 语言支持。它有可能
会在 GCC 13 明年发布前合并到主线。GCC Rust
仍然在活跃开发中，GCC 13 预计会在明年 4 月发
布稳定版本，GCC 13 对 Rust 语言的支持有希望达
到 beta 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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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下宇宙的韦伯空间望远镜，其飞行软件采用 C++

Google 全新操作系统 chromeOS Flex 发布首个稳定

编写、内置定制的 JS 解释器

版

韦伯空间望远镜（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

chromeOS Flex 与常规 chromeOS 不同，你可以将

简称 JWST）运行的飞行软件基于 C++ 编写，不过

chromeOS Flex 安 装 在 原 本 基 于

具体的操作脚本则采用了定制的 JavaScript 进行编

macOS （ 支 持 英 特 尔 和 AMD 处 理 器 ， 不 支 持

写。简单来说，飞行软件用于操作飞船和科学仪器，

ARM）的设备上，从而将它们变成 Chromebook。

并 内 置 专 有 的 JavaScript 解 释 器 ， 而 JavaScript

Windows 或

大量 Fuchsia 代码从 Android 系统中删除

脚本则用于执行所有具体的操作和遥测请求。

负责 Fuchsia 项目的开发者从 AOSP 项目中删除了
大量与 Fuchsia 有关的代码，这些被删除的代码已
有超过一年时间没有更新，并且此次删除的代码是让
Fuchsia 支 持 运 行 Android 应 用 时 所 采 用 的 旧 方
法，Google 正致力于以新方式在 Fuchsia 系统中运
行 Android 应用。
Vite 3.0 发布，下一代的前端工具链
自去年 2 月 Vite 2 发布以来，其采用率就在不断增
长；每周 npm 下载量超过 100 万次，迅速形成了

Zadig v1.13.0 相信开放的力量，工作流连通一切价

庞大的生态系统。Vite 正在推动 Web 框架的新一轮

值

创新竞赛。

Zadig 100% 开源一周年之际，正式推出 v1.13.0，

各大编程语言性能测试结果的可视化图表

以开发者体验为重要使命，用工作流链接一切价值，
让工程师更加专注创造。这个版本推出了云原生通用

灰蓝色反映的是时间效率，越短代表性能越好，棕色

工作流，兼顾灵活和高效，简单与强大。

则是基于执行时间和内存开销的加权值。

中国厂商宣布全球首款面向开发者的 RISC-V 笔记本
电脑
鉴释科技 (Xcalibyte) 宣布了 ROMA，声称是全球首
款面向开发者的 “原生” RISC-V 笔记本电脑，由
RISC-V International （ 非 营 利 性 组 织 ） 领 导 ，
Deepcomputing 和 Xcalibyte 共同打造，能够提供
原生的 RISC-V 开发体验。
Rocky Linux 9.0 发布，CentOS 继承者
Rocky Linux 是 一 个 由 Rocky Enterprise Software
Foundation 开发的 Linux 发行版，当红帽公司宣布
他们将停止开发 CentOS 后，作为回应 CentOS 的
原创始人 Gregory Kurtzer 宣布将启动一个项目来实
现 CentOS 的最初目标。其名字是为了向 CentOS
早期的联合创始人 Rocky McGaugh 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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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理解 Linux 网络
现在计算机相关的工作和学习都离不开网络，但是在网络中有一些实际问题不知道你是否真正深入理解，
例如：
一台机器最多能支持多少条 TCP 连接？
偶尔发生线上 3 秒耗时的接口请求，应该如何进行排查和解决？
线上某次版本发布以后，线上 CPU 余量只剩下了 20%，为啥？
同步阻塞式的编程模型与多路复用的底层实现上到底有什么差异？
线上网络性能优化，我们应该从哪些角度进行思考？
OSCHINA 本期高手问答我们邀请到张彦飞，和大家以“深入理解 Linux 网络”为话题展开探讨。

嘉宾介绍：
张彦飞，京东新书榜上畅销新书《深入理解
Linux 网络》的作者，江湖人称飞哥。于 2010 年硕
士毕业于西北大学计算机学院，有十多年的大型互联
网公司项目经验，目前就职于腾讯。他的技术文章都
是从实践中的问题出发，深入底层剖析，挖掘问题最
根本的原理。他喜欢对技术进行深度思考，善于总结、
乐于分享。读者们都表示在看完文章之后有一种豁然
开朗的感觉，彻底弄清楚了以前困惑自己很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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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

解它的工作原理，然后再优化时就能得心应手了。

网络通信的时候，IP 填写自己本机的 IP 会通
过交换机或者路由器吗？

刚好遇到疑似 TCP 传输丢包的问题，想请教老

答：不会的，你可以试试，无论是使用本机 IP，

师科普下这种问题排查的整体思路和顺序是什么。另

还是 127.0.0.1 都是只过回环设备 lo。通过在 lo 上

外看了老师之前 Linux 网络包接收过程的监控与调

抓包即可看到，而在真正的物理网卡下是抓不到包的。

优中的 ethtool 工具的使用结果和我现在使用命令返
回的结果不一致，比如 ethtool -S eth0。在我这边返
回的结果中没有 rx_fifo_errors: 0

服务器作为接收 Web 或者其他端请求时，不管

这行信息。

答 ： 问 题 1 ： TCP 传 输 丢 包 问 题 使 用

是 80 还是 443 对外暴露的基本上是一样的端口 ，

TCPdump 抓包看看，看看重试是如何发生的，使用

http 请求来了之后，请求之间不会相互干扰吗 ？或

wireshark

者同一个端口可以有多少个 http 请求？

打

开

，

使

用

过

滤

器

TCP.analysis.retransmission 找到重传的包。还有一

答：不会干扰的。第一，服务器端在接收到新连

个基于 eBPF 的轻量级工具 TCPretrans，这个我也

接的时候会创建新的 socket 出来。这个新的 socket

没用过，你可以试试。不过 eBPF 对 Linux 版本要

上有完整的四元组（内部源 IP、源端口、目的 IP

求较高。

和目的端口）信息，并以 hashtable 的方式管理；

问题 2：ethtool 的底层都是由不同的网卡驱动

第二，TCP 网络包体内部源 IP、源端口、目的 IP

实现的，驱动不一样，显示的结果可能会有出入。

和目的端口等信息都是携带在包头里的；第三，内核
在接收到网络包时，在协议栈处理的时候会解析包头，
根据这个包头中完整的四元组和内核中 hashtable

一 条 TCP 连 接 需 要 消 耗 多 大 的 内 存 ， 像

中管理的 socket 进行匹配，只有四元组信息完全一

mysql 这种连接数，和用户登录这种 session 信息，

致，才能把接收到的数据放到该 socket 的接收队列

也是一条 TCP 连接吗？

中。不同请求的 socket 上四元组信息并不完全一致，

答：TCP 连接在内核里消耗内存主要是两块，

所以请求之间不会相互干扰。

一是表示 TCP 连接的 socket，大约是 3.3K 左右。
二是接收和发送数据的缓存区，这个可大可小，大了

网上著名的 C10K 并发连接问题，具体是怎么

收发速度更快，小了更省内存。但在较新的版本里，
只要收发结束，内存就都可以回收了。你说的 mysql

回事？

的用户登录、session 等信息这个数据 TCP 里传输

答 ： C10K 问 题 算 是 历 史 上 的 一 个 问 题 ， 在

的数据，这个数据就看用户进程里是怎么存储的了，

Linux 上最早的开发模型里，只有线程编程模型，来

如果存在内存里就占内存，存到磁盘里就占磁盘。

一个用户就需要使用一个进程来处理。但随着互联网
发展的井喷，服务器端要支持的并发数越来越高。如
果还继续沿用这个模型的话，就需要投入巨量的服务

一台机器最多能支持多少条 TCP 连接? 这个公

器资源。所以 C10K 问题的提出，就是要解决如何

式是什么？怎么计算，64GB 的 Linux 服务器，可以

让一台服务器同时处理 1 万个用户连接请求。在

支持多少条？

epoll 诞生以后，C10K 已经不是问题了。

答：一台机器最多能支持多少条 TCP 连接。只
说服务器端吧，一是受限于 Linux 里配置的可打开文

常见的 Linux 服务器参数优化有哪些？

件句柄数等内核参数，但这些都很好修改，调几个参

答：sysctl -a 可以看到所有的 Linux 内核提供

数就行了。二就是内存了，这个是硬性限制。最少也
得是 3.3KB 左右。所以如果算极限情况下的 TCP

的可配置参数。但是对于每一个参数，应该首先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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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数，64GB 除以 3.3KB 就行了。但一般都会给

能都是不错的，Java 里面的 netty 基于 epoll 做了

收发缓存区以及其它应用留一些 buffer。

很棒的封装。Go 的封装方式和其他语言都不太一样，
是通过引入协程，让用户用协程来编程，用户角度看
起来仍然是同步阻塞（注意这个阻塞指的是协程）的

老师好，我的线上服务总是莫名其妙 CPU 飙高

编程方式，但底层上自己却使用了多路复用 epoll。

到 100%，然后到某一个时刻突然掉下来，内存和

在编程的易用性上和性能上达到了一个完美的折中。

IO 几乎都正常值，请问应该从哪方面入手排查呢？
答：用 strace 命令统计一下系统调用的耗时情

关于连接和性能瓶颈，线上我们经常是遇到问题

况，看有没有耗时特别长的。

再去搜方案，有没有通用的必须要在线上配置的核心
参数呢？谢谢！
老师，如果在单次请求时怀疑是网络性能差或者

如： net.IPv4. TCP_keepalive_time

网络波动造成慢查询，怎么提供合理的依据？是找到

TCP_syncookies

发请求的时间戳再看 nginx 接收的时间戳吗？谢谢

net.IPv4.

net.IPv4.TCP_tw_recycle

net.I

Pv4.TCP_max_tw_buckets net.IPv4.IP_local_port_

老师。

range 等等。

答：嗯，一般都是打点，接口发送出去和接收到

答：通用的其实内核都已经用默认值的方式给弄

分别打个点，然后对比一下。

好了。业务之间差异太多，所以想一套参数适配所有
的业务，基本上还是不可能的。还得靠工程师根据当
前业务的特点来适当灵活调整。

同步阻塞式的编程模型与多路复用的底层实现上
到底有什么差异？这个多路复用的模型和 Java 多线
程并发模型有啥区别？
答：同步阻塞指的是用户进程在接收一个
socket （某个用户的连接）上的数据的时候，进程
会被阻塞掉，会导致进程上下文切换开销。多路复用
主要指的是可以让许许多多个用户连接复用一个进程
来处理。这样避免大量的进程上下文切换开销，也减
少了进程的数量，从而提供系统整体的网络性能。

长连接开销，一个长 socket 类似微信聊天这种
长连接，对服务器的开销是多大？
答：一个长连接，如果上面数据收发频率很低的
话，只是会在双端内核内存里维护一套 socket 的内
核对象而已，这个只消耗 3.3KB 的内存。没有数据
包需要处理的时候，不消耗 CPU。

Java、Go 和 Python 三种不同的语言网络性能
差别有多大？是不是推荐新的服务用 Go 语言开发
比较好？
答：Python 没了解过。 Java 和 Go 的网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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