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首语

说到开源中的商业因素，以往可能多数开发者不能理解。

开源不就是自由，不就是理想主义，不就是只看代码不谈钱？

这些观念多年来盘踞在他们心中。但现在看开源与商业的话题，

应该他们也会觉得是再自然不过了。这几年开源创业企业不断

获得投资，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契机，让更多人了解到开源与商

业其实密不可分。

我个人是因为什么关注“开源+商业”这个话题呢？两个

方面。

开源开发者“生存问题”。因为在开源社区中行走，日常

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开源开发者，其中有许多人本身就是知名

开源项目的创建者，并且多年来靠个人或者特别小的团队在维

护项目。有一天大家都在谈论说“太难了，想要投入更多精力

解决各种功能和社区的问题，但这开源项目又不能给我带来钱，

熬了这几年，实在坚持不下去了。现在我要去找份正经工作，

这个项目我只能无奈割舍了。”开源开发者的生存问题直接影

响开源项目的发展。

举个公开的典型例子：知名工具库 Faker.js 的作者因为

火灾，所有家当付之一炬，变得无家可归并且身无分文，这时

候他急需要钱，于是要求使用 Faker.js 的公司向他支付费用，

否则这些公司就要 fork 项目自行维护。最终结果让他失望。

于是他将项目代码清空了，这影响了全球大量开发者。

达则兼济天下，去理想主义也好，兴趣主义也罢，开源爱

怎么搞怎么搞；难的时候，开源开发者和开源项目想要独善其

身，在开源世界中都很难。因为没有商业支持。个人尚且如此，

更别说大型一些的开源项目和团队开发者了，Red Hat 放弃

投资 CentOS Linux，CentOS 就停止维护了。

云与开源的“混战”。云厂将开源项目集成到系统中，作

为服务拿出来卖，比如 DBaaS、KSQLaaS，同时与开源社区

切割开演进产品。开源项目社区不同意，于是反击，公开指责，

并且改 SSPL，改 BSL，改“集成服务需要另外的商业授权”

等许可方式，以此限制云厂；云厂又反击，fork 项目后整出

竞争开源项目社区对着干……这几年有太多这样的混战案例，

不举了。

在这里我看到的是开源项目和背后的公司自己需要做好商

业化变现，并且更进一步，需要在“罪恶的商场”应对威胁，

应对利益被蚕食发展好自己的生意。这已经不仅是前边的“存

活”问题，而是发展得更好的问题。

从这两个方面，我开始有意去关注开源的商业化。其实这

也是谈开源商业化的时候大家一直在聊的两个大方向：

 开源离开商业支持，是无法维持下去的？

 开源无法商业化赚钱，那做它干嘛？

前一个问题从开源开发者的“生存难”不难明白，而后者

主要是说商业公司层面，商业公司做开源，本质还是因为通过

开源这种方式，或者可以招募开发者，或者可以品牌营销，或

者可以直接借社区之力改进产品，最终服务商业目标赚钱。

开源强挂商业，从这两个角度来讲，是一种必需。

那么它是开源的尽头吗？其实“开源的尽头是商业”，有

很多种解读方式，没有定论，各位自行理解这个问题吧：

1、个人搞开源项目的最佳终途是创业办公司

2、后边把公司卖了，或者收获投资也是另一种商业操作

3、公司通过开源来营销，那为什么要营销呢？为了卖他

们产品、服务

4、开源这种营销手段可以在社区招到人才或者直接拿起

社区代码成果，本质是为了服务到公司本身的生意

5、没有商业支持，开源项目无法可持续发展

……

在本期《开源观止》中，围绕“开源的尽头是商业？”

有一场线上直播，邀请了红帽大中华区市场总监赵文斌、

NGINX 社区负责人孔令子、支流科技技术 VP 王晔倞（头

哥）、Apache 软件基金会 Member 郭炜（郭大侠）与

Zilliz社区运营负责人李晨。他们关于这个“尽头”也有着各

自的解读，很是精彩，令人耳目一新，欢迎往后阅读。

同时，本次专题中还有几篇文章来聊聊开源与商业：

 联易融副总裁沈旸阐述了软件交易成本和开源商业

化的关系

 Apache SeaTunnel (incb) Mentor 郭炜会聊聊 22
种开源商业收入模式

 t-io 创始人谭耀武分享他非典型的开源商业化案例

总之，本期《开源观止》策划的“开源商业化”专题非常

精彩。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一系列原因，我们此次专题中还缺

少了策划中关于开源商业化要素以及中外开源商业行情对比的

文章。这里也希望有兴趣的开源人能填补上这一块遗漏。欢迎

联系我微信：Hikalin

OSCHINA 总编 林日华

2022年 9月 14日

《开源观止》10 月休刊，

敬请谅解，期待再次出发。

防止走丢，

欢迎关注“订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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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聚焦

开源的尽头是商业？

在今天，开源和商业行为并不二元对立，甚至共荣共生。商业因素正在深深地影响开源。据不完全统计，2021 年，

我国开源原生商业公司投融资总额突破 52 亿元，同比增长约 86%，开源商业化呈现欣欣向荣的姿态。那么，开源的尽

头是商业吗？对于大厂来说，开源带来的收益往往是间接的，而且是难以衡量的；对更多还在观望的开源项目而言，踏

出商业化这一步可能并没有那么容易，最终能脱颖而出成为资本宠儿的，更是少之又少。

开源中国 OSCHINA 邀请了已经走上开源商业化之路的企业来谈一谈：企业投身开源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开源作为一

种有力的营销手段，企业怎么利用它来触达客户，打开市场？当前，围绕开源已经形成 SaaS 模式、open-core 模式等

多种典型的商业模式，企业应该如何选择？希望能够帮助更多开源开发者拨开迷雾，一起探寻开源商业化路径。

主持人

李晨，Zilliz 社区运营负责人

分享嘉宾

王晔倞（头哥），支流科技技术 VP、Apache APISIX Committer

郭炜（郭大侠），Apache 软件基金会 Member，Apache SeaTunnel (incb) Mentor

孔令子，NGINX 社区负责人

赵文斌，红帽（Red Hat）大中华区市场总监

话题 1：开源的尽头是商业吗？

李晨：开门见山，我们先来聊一聊，开源的尽头是商

业吗？

王晔倞（头哥）：

我认为开源的尽头一定是商业化。大家所熟知的

一些做得好或者普及率较高的开源项目，背后都有商

业公司。至少在我的目光范围之内，没有哪个开源项

目是只做开源社区，不做商业化的。

开源是不是一种有利的经营手段？从商业的角度

看，它确实是一种有效手段。对 Apache 以及对

Apache 文化敬重的人，其实是不太愿意听到这句话

的，会觉得特别刺耳，内心不愿意去接受。

支流科技创始人温铭曾经提过一个“漏斗”模型，

它是这样的：当你了解一个开源项目的时候，觉得项

目不错，给它点个赞，你进入的是第一层；当你把它

下载下来，就是第二层；下载完了，把它放到测试环

境里进行测试，这就到了第三层；测试完了还觉得不

错，放到生产节点，就是第四层；接下来，基于它开

发一些内容并贡献给开源社区，成为 committer；再

郭炜（郭大侠） 孔令子王晔倞（头哥）李晨 赵文斌（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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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下一层，产生了商业性需求，开始寻求商业化服务，

并且因为开源版本无法支撑需求，还需要商业化的产

品。这个模型是从上到下的一个漏斗结构，最下面就

是商业化开花。

我们设想一下，到了漏斗的最下层，如果不进行

商业化转换，“漏斗”模型中的这些转型动作靠什么

来支撑？支撑是需要人，需要资源的。没有商业化的

行为去支撑，不论是社区还是项目都很难壮大；无论

是产品功能还是品牌，也都很难继续往下走。

最后，由于开源社区聚集了大量的优秀开发者，

我们会面向开发者开展各种分享会和交流会，这同样

需要商业化支持。你想让开源项目不断壮大，让更多

的企业使用，那么无论是市场化、还是产品化，都需

要通过商业化的目标来驱动。

郭炜（郭大侠）：

包括孵化、退役的项目，Apache 软件基金会一

共有两千多个项目，顶级项目大概有两百多个。顶级

项目的活力都比较好，持续时间都比较长，但并不是

每一个项目背后都有一个商业公司。

开源社区是一个比较自洽的组织，很有可能项目

本身就很火，大家都在用，但是无法形成商业闭环，

就没有商业模式。比较典型的就是 Apache Log4j，
所有人都在用，但它一直没有商业公司。如果围绕它

做商业闭环和商业公司，那么其收入很难支撑得起特

别大的体量。

开源项目的终点未必都是商业。一个开源项目有

几个努力的贡献者，或者一个小的社区，也能活得很

久。我在维护 ClickHouse 中国社区，但并没有基于

ClickHouse 社区在中国做商业化，因为一旦把它变

成商业，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觉得，开源是一种很好的开发模式，能够让一

个好的软件通过社区协作的方式，不停地自我迭代，

然后不停地加入新的贡献者，突破一家公司或某几个

人的边界，不断地向上推进。开源的终点一定是商业

吗，不一定。

反过来，如果一个商业公司是基于一个开源软件

在运作，那这个模式是不是一种好模式呢？我倒觉得，

它是一种非常好的模式。有商业公司，就有持续不断

的力量加入，做开发，做运营，实现商业闭环。对公

司而言，也可以不断地将开源社区对外扩展。

软件本身其实不是代码，而是一种认知的边界，

是一种认知逻辑的固化。只有把软件开源，你才能让

一个软件没有天花板。对于一个闭源软件而言，软件

的创始人或职业经理人，又或者管团队，就是这个软

件公司的天花板。

对开源社区而言，如果有一个持续不断进行贡献

的商业化组织，那么该社区可以持续繁荣，会更加长

久。

所以我觉得，开源的尽头不一定是商业。但是商

业公司如果基于开源软件运作，那么这是一个好的商

业模式。但不是每个开源项目的尽头都有商业。

Apache 软件基金会的很多项目都没有商业公司，一

样做得很好。

孔令子：

生命力旺盛的、时间比较长的开源项目，与其说

是商业化做得好，不如说是规范化做得好。规范化有

很多种形式，成立商业公司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比较

常见的方式。还有一些项目放在基金会之类的组织机

构，管理比较规范。如此一来，当项目被大规模使用

时，能够规避一些许可证、安全漏洞等问题或风险，

可以继续发展，被更多人采用。

商业化并不是开源项目唯一的选择。从更深层次

来看，规范化才是大趋势。现在很多项目就三五年时

间，谈不上什么尽头不尽头，能不能活过明天都不知

道。

NGINX 诞生于 2001 年，到今天已经有 20 年

了，整个发展历程历经一波三折，是一个很好的研究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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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4 年将 NGINX 开源之后，创始人 Igor
在 2011 年建立了商业公司，中间隔了非常长的时间。

为什么呢？因为 Igor 最初开发 NGINX 的时候，

并没有很浮躁地追求商业化，没有把一些重要的功能

留给商业空间，而是从一开始就为了解决 C10K 的

问题，尽量把它做得轻量化，把性能做好，把内核优

化好。

这段时期，他基本没有很用心地去经营社区，而

是一直在关注产品本身，完全没有商业化的考虑。但

是到了 2011年，已经有很多大公司在用 NGINX。他

们希望这个软件有一些企业级的特性来帮助他们扩展，

也很希望有商业公司可以提供企业级的支持服

务。 Igor 当时处在社区倒逼的状态，所以才会在

2011 年同时在俄罗斯和美国建立了商业公司。

2019年，NGINX被 F5收购。这一年是 NGINX
追求商业化的高潮。F5 作为一个上市公司，追求利

润其实无可厚非。一直到 2021 年，NGINX 都在非

常努力地去做商业化变现。这个时候整个产品以及团

队，都在追求商业化的结果，因为必须有结果才能证

明商业化是成功的。

但是又出现了转机。最近，我们又推出了很多东

西，要回到我们的根基——开源文化。NGINX 从追

求商业的高潮，又落回到了践行开源，比如投资更多

的开源项目，把商业版里面一些比较重要的特性开源，

在中国区推出了 NGINX 企阅版，为开源用户提供商

业的支持服务。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句话说得有点理想，

但确实如此。开源也好，商业也罢，是一个波动的过

程，最终我们要从中找到平衡。尤其是作为开源产品

衍生出来的商业模型，不能丢掉开源的基因。

赵文斌（Max）：

我谈三点吧。第一个，开源与商业的关系，更多

的是一种共生的关系，谁也不是谁的尽头。它们是两

个范畴的问题。一方面，开源是自成体系的，有自己

的发展逻辑，不论是极客还是技术粉丝都会自发地去

发展开源，实现开源的美好愿景。另一方面，我们现

在就处于商业社会，商业渗透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

不管是开源还是闭源，任何一个环节都会有商业因素

进入。所以我认为，它俩没有互为因果或互为终点的

关系，而是在两个范畴内，有自己的发展逻辑。

第二点，开源和商业之间互有重要作用。商业是

开源的一种催化剂；开源为商业提供一个新的赛道或

者说一种新的业务发展模式契机。 不论是从红帽自身

二十九年的发展经历来看，还是从其他开源公司的发

展来看都可以验证这一判断。

今天，开源技术走进了千家万户。可以说，主流

的 IT 技术，比如云边协同、物联网都基于开源。开

源成为了 IT 发展的支撑点。这个过程中，商业起到

了催化剂的作用，使开源发展壮大。没有商业的推动，

很多技术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变成主流的技术应用。

红帽一直都在参与开源。这几十年间，红帽经历

了重大的变化，开源在其中的作用很明显。

商业要求新求变，要有新的赛道，这就正好借助

开源，颠覆了原来几十年的 IT 发展的轨迹。原本是

大厂通过闭源软件各领风骚几十年，但现在，商业借

助开源重新洗牌，或者说创造了一个新的阵地，可以

从里边获得更多的利益。

第三点，从远景来看，开源与商业会共同发展，

而不是谁会抢了谁的风头。未来，商业不会消失，开

源的初心一直也会在，未来的发展是各取所需，互相

融合。商业与开源，都会走上更好的发展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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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2：企业投身开源，是为了什

么？

李晨：大家都站在各自的角度聊了自己的见解，还是

那句话，殊途同归。开源的终点不仅仅是商业，不过

我们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希望能在商业上证明它

是一个成功的项目。接下来进入第二个话题：

MongoDB 公司的 CEO Dev Ittycheria 曾明确表示，

开源就是为了获得市场。那请各位嘉宾来分享一下，

您所在的企业投身开源，究竟是为了什么？

赵文斌（Max）：

我们给客户的资料都会提到，红帽做开源是最久

的。开源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一种手段。红帽还有

一个定位——商业服务公司，核心目的还是为了服务

企业客户。我们会借助开源这种手段，包括开源开发

模式去打造我们的产品。红帽也会借助很多开源协作

模式、组织模式去打造自己的组织体系。其实红帽一

直很清楚开源的目的，从来没有会讳言这件事情。

红帽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要做透明的生意。社

区就是非常透明的，包括做出的贡献都是透明的。所

以我们要上游优先，在上游增加贡献度才能构建影响

力把各个环节打通，让人家打心底里认为你能提供价

值，让大家认可你。

我们追求商业价值没问题，初衷也很清楚，但做

法要透明，让开发者认为你有贡献，能创造价值，而

不只是索取。

郭炜（郭大侠）：

对企业来讲，开源最终的价值不仅仅是获客，更

重要的是建立一个社区，吸引更多开发者一起来共建。

如果一个开源社区能够把软件逐步迭代到最佳，那么

开源就是一个好的手段。

但如果只是把开源当做获客手段，这就过于狭隘

了。不用开源，免费也可以获客，人家安装就可以，

还不用去调 bug，不用贡献代码，那不更简单嘛，干

嘛非要用开源呢？

所以我觉得，开源的核心还是在于大家能够分享

自己的思想、设计、思路，然后在一个地方来共建一

个顶级的东西。至于这个顶级的东西，最后怎么去商

业化，我觉得那是商业公司要做的事儿。

如果商业公司只是用开源来获客，那么它很难成

为一个顶级的商业开源公司。

红帽、Apache 软件基金会在经营社区的时候，

更看重 contributor 和 committer 的数量，会去找到

社区里面的亮点，然后发动大家一起迭代软件。我觉

得这才是一个社区乃至一个商业公司应该做的事儿。

现在硅谷也好，中国也好，大家都在讲 PLG
（Product-led Growth，产品驱动增长），就是产品

力决定整个社区和整个公司的增长。

如果你只是把开源当作获客手段，那你的思路还

是 SLG (Sales-led Growth，销售驱动增长)的手段，

那么一定很难快速地推广市场。

对公司而言，不论是完全开源的模式，还是

open-core 模式，或者提供专业服务的模式，最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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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还是开源的产品。针对商业公司，我的建议是，做

开源的时候要把获客这件事从脑海里去掉，关注

committer 和 contributor，反而会发现更多的客户线

索和订单。

实现获客指标很容易，做广告，做谷歌、百度关

键词，用免费的互联网模式很快就能跑起来。但这是

软件 1.0 时代的思路，而开源是 2.0、3.0 时代的事

儿，玩法一定要和原来的玩法不一样。

开源就是你付出越多，获得越多。你不付出光白

嫖，商业公司肯定运作不下去。像红帽等一些头部贡

献者、社区组织者都要付出大量精力才能把社区做起

来。要是企业都不去找 committer 和 contributor，
那你还指望谁去给你找呢？

孔令子：

因为我同时要关注社区和市场嘛，说实话，有时

候会觉得有点精神分裂。因为两边的指标完全不一样，

而且某种程度上是处于互相竞争的一种状态，这个平

衡点很难掌握。

但如果你真的想利用开源这种形式吸引更多有质

量的用户，我们要更克制一点，心念要更纯粹一点。

就是做事情的时候，不要总想着挂羊头卖狗肉，不要

总想着去推销。

作为厂商，如果能把经验型的知识（比如学习路

径是怎么样的，一套复杂的系统应该从哪里开始等）

大方地分享出来，真正的高质量用户就会聚过来。放

下非常功利的那种心态，才能真正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赵文斌（Max）：

红帽通过企业服务实现商业价值变现。以前，开

源技术都是极客在使用，受众很小，使用量也很小。

当我们想把开源引到传统企业的时候，是很难的。因

为对企业用户来说，使用开源的门槛太高了。这就好

比既要造车，又要修车，不可能。那开源商业公司的

价值就在这里了，一方面在上游添砖加瓦，贡献代码

让技术更强大，另一方面理清楚企业用户的需求，为

客户提供企业级的服务。商业公司就是要帮着把开源

软件中的那些坑给填了，要打造一个更好的，甚至像

传统闭源技术的企业级的服务体系。

在上游，保证产品端的影响力和技术迭代；在服

务端，提供产品化、标准化的企业级服务体系，让用

户使用软件时更加省心省力，而且能够快速迭代。这

个链条上谁能做得好，谁的商业化就会成功。

如果只做一头，失去了上游，没法主导软件未来的发

展方向，很容易落后；如果忽视了商业服务，无法变

现，就不能生存下去。所以我觉得两头都很重要。红

帽走到今天，也是这样来打造自己体系的。

王晔倞（头哥）：

郭大侠也提到，很多商业机会都是通过开源获得

的。成为了 contributor 到 committer 之后，这可以

证明你对开源社区是有温度和感情的，证明你认同这

个项目，认同这个项目给你个人和系统带来的价值。

我们在做商业化转换的时候，发现身边聚集的很

多开发者级别不够高，大部分是运维工程师、开发工

程师，在其公司内部推荐开源项目的时候，没有力道，

推不动。

这个时候就需要开源公司的销售出马，找到对方

的运维总监及 CTO，使把劲、烧把火，可能才会有

效果。因为一个普通的工程师在公司里面没有太多的

话语权。

要想进行商业转化，或者让潜在客户做出关键决

策，光靠社区的力量是不够的。不同企业所处的阶段、

面临的痛点以及准备的预算都不一样，要根据根据企

业需求双管齐下，灵活组合，而不是单方面选择某一

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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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3：企业参与开源之后，人才

招聘有优势吗？

李晨：开源社区聚集了大量优秀的开发者。这对开源

的企业来说，在人才招聘方面，是否有近水楼台的天

然优势？大家在这方面是怎么做的？除了人才，企业

还能从开源里面获得什么？

王晔倞（头哥）：

很多人也知道，我们第一批员工都是 APISIX 的

PMC 或者是 NGINX 社区、OpenResty 社区的开发

者。因为 APISIX 是基于 NGINX 和 OpenResty
构建的一套网关项目。所以这就导致支流科技在很长

时期内都是一个分布式的远程办公模式，员工分布在

各家公司。这给我们整个商业化带来了无尽的痛苦。

对开源公司来说，开源确实在人才招聘方面有优

势，但也遭到了这些公司的抵制，因为你在挖墙脚。

我们有一个工程师，就是来自我们的付费企业用

户，而且现在也正在服务这家公司。当时谈合作，签

合同，他就坐在我对面。其实那时已经谈好要来我们

这儿了。你觉得，对方技术中台的负责人会怎么想？

我遇到的很多开源用户，包括商业用户在内，都

希望通过开源社区去做一些技术输出，通过贡献获得

一些标签，或者说希望能够借助开源社区的力量去传

播一些东西。对公司来说，开源可以提升团队的影响

力；对个人来说，可以增加个人光环，有利于未来跳

槽。

郭炜（郭大侠）：

对公司来讲，优秀的开源社区意味着突破认知边

界。

在 Dolphin Scheduler 早期，当时社区里有人提

了一个想法，要建一个新的任务类型——依赖

（dependent），它可以跨不同的工作流，打破

DAG 图之间的依赖。站在企业内部的立场，从商业

的角度来讲，它绝对不会实现，因为不符合设计规范。

但这是开源社区，有人有需求，还有人愿意贡献，

PMC总不能拦着嘛。这个 dependent 组件做完以后，

很多用户都很喜欢，也有很多的用户因为这个组件从

Airflow 迁移过来了。

大家都认为 Dolphin Scheduler 是做批量任务调

度的，但是最近社区里面开始做数据流实时任务的调

度和实时任务的 DAG 关联，这些事情都非常“开脑

洞”。开源社区的大众创新，会让你不停地有新想法，

新尝试。如果是一家公司来开发软件，很难会有这些

创新，一旦遇到瓶颈，那公司就完蛋了。

赵文斌（Max）：

开源企业在招揽人才方面是不是有优势？我觉得

这属于两可之间。因为开源社区是非常透明的，企业

的所作所为很容易被人看到。这对企业会有长远的影

响，对 HR 的工作以及人才策略的制定都是有挑战

性的。 如果一个企业在商业化过程中没有建立起良好

的口碑和形象，没有遵守开源的价值观，对于想要招

聘人才以及留住人才的企业来说，是不利的。所以说，

企业在开源社区一定要维护好自己的口碑。

孔令子：

开源文化对于企业文化的影响还是蛮明显的。在

我们公司，管理非常扁平化，有什么事情都会及时、

公开地沟通，并且会自发地去完成目标。

开源文化能激发人与人之间的善意，比如当我的

问题总会被别人回答的时候，我也会愿意花时间去回

答别人的问题，哪怕可能跟我没有太大关系。这种善

意和信任，最终可能会变成工作上的创造力，在工作

中萌生幸福感。 并不是说这种企业文化就一定全面优

于其他的企业文化，但确实会要求每一个人更加有热

情。

真正的热情，会不断地推动自己往前，去跟大家

的方向保持一致，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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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4：怎么通过开源赚钱？

李晨：当前，围绕开源已经形成了 SaaS、open-core
等多种典型的商业模式，大家是怎么通过开源赚钱

的？为什么选择当前的商业模式？

王晔倞（头哥）：

APISIX 这个项目，是由一家公司捐献的，不是

个人捐献的。在开始这个项目之前，公司就已经准备

好要商业化了。这跟个人项目开源的出发点是很不一

样的。

从纯技术的角度，OpenResty 已经可以实现很

多功能，为什么会出现 APISIX？因为社区对

“OpenResty项目未来该怎么走”的这个问题，有不

一样的想法。 APISIX 的两位创始人认为，未来 API
网关是一个很好的商业赛道。所以他们才会去做这个

项目。

支流科技有两个赚钱通道，一是做开源的 SLA
（service-level agreement，服务等级协议），二是

做商业产品。不少 Apache 软件基金会的项目都是

这么做的。 为什么要选择这两种商业模式呢？

一方面，因为网关和大数据、数据库不一样。大

数据、数据库都属于大生态，本身的生态非常繁荣。

但网关要靠周边生态的繁荣来带动，比如说协议、可

观测性、安全性，都是要跟别的控件关联起来，才能

建立起很好的生态。

不同生态圈的公司会选择不同的组件，在这个过

程中一定会产生架构和运维需求，所以我们为开源用

户提供 SLA。

另一方面，很多传统金融企业、传统制造业企业

的采购负责人不懂什么叫开源，对网关的认识还是处

于硬件的概念，经常问“一套怎么卖”“跟 F5 的哪个系

列是对等的”等问题。所以要用商业化的闭源软件的

方式去接触他们，拿企业版跟他聊。

目前这两种商业模式，不是几个人一拍脑袋决定

的，是市场、赛道和个人情怀等多种因素决定的。

赵文斌（Max）：

红帽最先开创了订阅模式。这个订阅模式是组合

形式的，一方面给客户提供标准化的企业发行产品，

另一方面提供比肩传统闭源软件的企业级服务。

这一模式甚至在当年改变了传统闭源软件的销售

方法——以前，软件实际上是企业购买的一份资产。

订阅模式按年收费，降低了客户的使用门槛和初始使

用费用，使整个过程更透明、更易用，极大推动了传

统企业采用开源技术。

直到今天，这个模式依然在红帽延续着。当然在

新的形势下，会有很多变化。

比如随着公有云的发展，我们也会跟公有云的伙

伴合作，计费模式也会有一些变化，但基本的核心不

变。 商业模式有一定的适用范围，面对不同的历史阶

段，不同的市场环境，仍然要做本地化的适应。

李晨：

我们 Zilliz 的向量数据库 Milvus 也是全开源模

式。这几年，Milvus 从 1.0 到 2.0，从单机版到云

原生、多副本，一步步在演进。Zilliz 全心全意在社

区贡献了很多高质量的代码和内容，社区在不断发展

壮大。

也有很多人把 Milvus 这款产品包装之后就拿去

融资，去卖钱。我们认为，只要这个行业在前期足够

繁荣，其实就很好了，毕竟大家都希望整个生态发展

起来，才能都有饭吃。向量数据库这一领域，还有很

多商业模式值得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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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令子：

如果从商业模式来看，NGINX 包罗万象，真的

是什么都有，在努力地尝试各种商业方向。

在比较长的一段时期内，NGINX 都在走 open-
core 模式，我们有商业闭源软件 NGINX Plus、
NGINX App Protect 等，就是从数据面、管理面去做

可见性方面以及安全性方面的增强。

而且，很多人使用 NGINX 的实例数量可能是上

千个，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具体有多少，因为这些实

例可能是跟其它软件一起进来的。如此一来，就很难

把开源版的实例替换成商业版，毕竟有技术门槛在。

另外，国内越来越倡导使用开源软件，大型银行、

互联网公司在开源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多。基于这样的

外部环境，我们也学习红帽，给开源版的软件做企业

级的支持服务，比如技术服务、定制开发等等。 以前，

我们的重心是 open-core ，但是这两年，慢慢地转

移到技术服务上来。

除此之外，我们也在做官方认证考试，并提供配

套的培训，因为我们的产品用户量足够大，而且产品

使用有一定的门槛，考试也有一定的含金量。通过考

试的人，在求职的时候会有优势。这可能也是一种商

业模式。

我们还有 SaaS 模式，最近在跟微软一起

做 NGINX for Azure ，但是很可惜，大陆地区还不太

能用。欢迎出海企业垂询。

话题 5：开源软件使用与否，国内

外的决策流程有什么不一样？

郭炜（郭大侠）：刚刚头哥讲的案例挺现实，就是开

源社区做得再好，开发者也无法直接做出使用某一开

源软件的关键决策，还是要销售利用传统的方式来推

动商业转化。我想问一下 Max 和令子，国外情况也

这样吗，还是国外开源会更理想化一些？

孔令子：

NGINX 在中国区的有两种蛮常见的模式：一种

是商业闭源产品，另一种是针对开源软件提供企业级

的支持服务。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做认证考试。

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是，给开源软件提供企业级

的支持服务以及官方认证考试，这两件事都是中国区

发起的，现在全球其他地区都在跟进。

国内国外的情况有什么不一样？这个问题没有绝

对的答案。NGINX 的这些策略都是一种新鲜的尝

试。

开源软件在不同的阶段，也要采取不同的策略。

像 NGINX 的用户非常之广，作为一个商业公司，不

变现真的很可惜。所以不管是认证考试也好，还是提

供企业级服务也好，我们真的是想要支持更多的开源

用户去用好这个产品。

但是说得现实一点，企业还是要想办法盈利，因

为这么多员工，涉及研发、销售、市场、社区等各个

部门，大家都要吃饭的嘛。

赵文斌（Max）：

我个人观察，国外的企业用户购买产品化服务会

更多一些，对产品型公司接受度更高一些。国内很多

软件需求都是项目化的，就是使用的时候，要很多项

目集成在一起，决策链本身会更复杂一些。

从开源技术发展迭代过程来讲，国内对开源软件

的采用与国外相比，还是有一些差距，尤其在传统企

业，决策过程中会有多方参与进来。而且很多时候决

策不只涉及技术层面，还包括管理层面等等。

虽然开源创业已经变成一个相对主流的方向，但

传统势力还是很强，他们的观念、认知都还在成长中，

开源创业其实很难。包括红帽这样的企业，也需要跟

多个层级同时沟通，否则一旦哪条环节没有沟通清楚，

就会面临很多决策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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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交易成本与商业化

作者：沈旸

商业化，似乎是一个比较俗的词，跟开源的理念

似乎是相背而行。不过如果完全没有商业化，恐怕开

源的模式也无法持续下去。

商业化，从简单的角度来阐述，就是保障一个组

织或者个人的正向现金流（价值流）。在一个已经高

度商业化的社会，社会通过货币和市场定价的方式来

交换大部分的商品和服务。一个组织如果没有正向的

现金流，最终只会破产解散；对于个体也是一样，如

果没有正向的现金流，就无法维持个人和家庭的持续

生存。如果开源跟商业化完全不挂钩，那么开源就只

会变成一种贵族的工作方式，只有那些在行业取得垄

断现金流充裕的企业或者财务自由的个人才能持续从

事开源的事业。

软件的商业化的本质，就是用工程师的聪明才智

构建的代码、架构和软件帮助企业和个人实现降本增

效，从而获取商业的价值。从经济学上来讲，如果一

个商品或者服务的交易成本过高，其交易量就很难起

来。而软件的交易成本，一直是个难题，客户付了钱

不知道是否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卖家也很为难，付出

了很多努力也不知道客户会不会满意。

01 软件的演化历史，交易成本的逐

渐减低

从事软件销售和采购的朋友们可能都会有感悟，

软件跟硬件相比，交易成本太高。硬件往往做成了有

固定形态的“盒子”，生产成本和研发成本容易界定，

财务和审计更容易做决策，硬件有着非常清晰的参数，

有很清晰的故障边界和责任条款。而软件是依赖于硬

件，依赖于其他软件的组合，才能为客户提供相应的

功能。相对硬件而言，软件的需求难以确认，并且经

常变动，软件的边界难以界定，软件的故障排查起来

也更复杂，对财务和采购来讲软件就像是一团迷雾。

但是软件的魅力就在于灵活性，软件正在吞噬一

切，很多硬件也采用软件升级的方式提供更多的功能，

就连汽车也开始使用 OTA 远程升级（Over The Air）
的方式提升产品的体验。

对于定制化软件来讲，其可复制性低，商务成本

高，迭代和维护的成本高。很多软件定制化的项目，

最后的定价方式都是按照人天的服务计价模式。而对

于普通的商业软件来讲，商务谈判过程也非常不透明，

客户使用体验以及遇到的问题很难及时反馈到产品方，

往往需要通过企业内部 IT反馈到产品销售，再到产

品团队。

随着 Salesforce 推出“No Software”的旗号，

SaaS 的订阅模式开始逐渐流行。相对传统的软件来

说，SaaS 最大的特点就是交易成本的降低，大部分

SaaS 软件定价比较透明，折扣区间没有传统软件那

么大。客户往往可以自行注册和试用 SaaS 软件，

沈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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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做到先试用再付费，或者是先低成本小范围内试

用，等业务场景磨合成功后，再大规模推广。另外用

户使用 SaaS软件的时候，可以时刻在云上反馈，任

何问题能够得到及时的跟踪和响应。

就开源而言，交易成本可以进一步下降，客户不

仅可以直接试用，对于一些能力较强的客户还可以自

己来修改或者定制软件，如果要大规模运用，可以再

找开源软件厂商购买服务或者其他的商业产品。

开源发展到今天，正在成为现代企业主要的软件

开发生产方式。在操作系统、数据库、浏览器、IDE、
开发工具、应用架构、智能设备等领域，已经有越来

越多的软件厂商和个人也在参与开源的建设。

02 开源的价值

开源的第一步是开放，意味着代码的公开和透明。

即使是很多商业软件，如果能做到代码的开放和透明，

降低交易和信息沟通的成本，也能够带来很多商业上

的直接或者间接收益。

客户的直接反馈

由于代码可见，客户可以直接检验代码的质量，

这些专业人士往往有很多行业经验，并且是实际业务

场景的直接使用者，对软件怎么去磨合现实的世界有

最佳的发言权。

可跟踪性

在那些软硬件环境比较复杂的场景中，通过代码

开放，客户可以自行发现问题，或者缩小问题范围，

将问题定位于某个特定的软件代码上，在更简单的软

件环境下重现问题，这样去跟软件厂商沟通起来效率

会更高。专业软件厂商对那些不属于自己范围内的软

件，能力也未必很强，在不断排查问题的过程中，往

往容易造成“甩锅”的现象。那些琐碎的小问题如果

要依靠第三方的服务，往往有很高的交易成本，专业

制定一个几万元的服务合同的成本可能跟百万元的服

务合同差不多。

透明性

在一些对数据安全比较敏感的业务场景中，客户

可以自行跟踪发现数据或者业务逻辑的问题，而不用

担心敏感数据泄露。另外客户可以看到数据的处理方

式，是否被另外保存，或者传输到不受客户控制的环

境中。

生态的繁荣

在开放软件的生态中，合作伙伴或者客户可以为

特殊的业务场景定制解决方案，并把新的方案反馈给

软件厂商和社区。单一的软件厂商是很难理解全世界

各个地区各个行业里不同的复杂业务场景，例如一个

德国的应用开发工程师可能就很难理解远在阿根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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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政策的改变。通过开放，软件厂商可以极大地试

用生态合作伙伴和社区的杠杆。

产品生命周期

传统的商业软件的生命周期往往是靠个人或者企

业来决策，但是在个人生活发生变动的时候，或者企

业组织发生频繁调整的时候，例如一个大型软件企业

并购一个小而美的软件企业后往往要做出二选一的决

策，一些好的软件的开发可能就会暂停，甚至是被强

行关闭。而对开源的软件而言，只要社区保持活跃，

产品的生命周期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很多软件的决策成本和交易成本，要远高于其后

续的使用成本。

传统软件的计费方式可能会相当复杂，例如按用

户数收费、按 CPU 核数收费、按流量收费、按功能

模块收费、按接口的数量收费。这些复杂的定价策略，

可能会使得客户无法正确估计未来软件的使用成本。

成本能让人忽略掉大多数痛点，使人们不得不放

弃专业的市场化服务，而转向 DIY 自我服务的模式。

因为交通不便造成的交易成本，偏远山区的居民，大

部分生活都是自给自足；因为信任的成本问题，育儿

嫂这个领域的供应和需求都受到了挤压，大多数家庭

都选择靠自己或亲戚帮忙带小孩；因为商务成本的原

因，一些医疗费用高的国家里，居民有些小病小痛很

少去医院就诊，基本靠自己的免疫力，偶尔也会借助

成本相对低廉的止痛片度过难关。

因为种种原因，开源给用户带来了一种新的体验

方式，极大地降低了各种成本和风险。

03 开源的商业化和限制

因为极低的交易成本和使用成本，使得开源软件

的传播速度非常快，好的软件可以迅速普及并占领市

场，但是因为开源也给了用户“不付费”的权利，使

得其商业化的难度变得极高。

自 1970 年以来，纽约大都会博物馆（Met）一

直奉行自愿付费的政策，官方建议成年人支付 25 美

元的参观费用，但是游客可以自行决定支付更多的金

额或者不支付。这样的政策，对于贫困的家庭或者游

客来讲，无疑是一种福利。但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

到的平均参观费用是人均 9 美元，这样的收入不到

博物馆正常运营开支的 15%，并且在过去十多年中

足额支付的比例降低了 70%。在这样的现金流不平

衡的情况下，2018 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对所有

的非居住在纽约的成年人统一收取 25 美元的足额门

票。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无疑是博物馆里的精品，其藏

品的参观价值也能得到大家的公认，但是即使是这样

的精品，在“开源”的情况下，商业化之路也变得极

其艰难。在没有环境的压力下，人性是很难经得起考

验的。

软件的商业化大概有下面这几种路径：

1. 用户捐赠

这些软件常见于那些个人创建的小众软件，开发

者凭着情怀和热情维护自己的作品，那些受到感动的

用户可以自行给项目捐赠。但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

例子告诉我们，这样的方式很难维持项目的现金流。

2. 靠服务来商业化

软件毕竟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即使是代码开放，

但是如果项目足够大足够复杂，一般的客户还是很难

完全靠自己的能力来覆盖方方面面，比如软件的安装、

优化和定制化等，专业的原厂服务的效率可以超过自

己的盲目折腾。但是服务的商业化模式，是依靠服务

人员的规模，其杠杆效应不如软件本身。

3. 不同的许可证

有些软件对不同的用户发放不同的许可证，例如

对 50人以下的小型企业或者营收低于百万的企业，

软件完全开源和免费，但是针对大型企业有不同的许

可方式。就跟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对未成年人或者纽约

本地居民还保持免费的政策，但是对于外地的游客采

取收费的政策。

4. 用云的方式包装成新的服务和产品

以前在中国软件不好销售的时候，很多硬件厂商

会把软件当成硬件的附属物来进行销售。今天很多开

源公司也同样，把开源软件包装成云服务和 SaaS
服务提供给客户，获取商业价值。在这里面，开源厂

商一方面作为云资源的分销渠道，另一方面将自己的

产品在云上做深度的定制化，例如更高的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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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低的延时、更低的故障率等，获取更高的价值。

不过最近几年，开源产品也遭到了云巨头的挑战，

一些云厂商通过自身强大的技术实力也将各种开源产

品进行二次包装和分发，不仅仅威胁到了开源产品创

始厂商的商业空间，而且还拒绝将新的迭代回馈给社

区，造成社区和用户的分裂。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开

源产品，比如 MongoDB 、Redis 等都修改了原来

的开源协议，不允许云厂商们继续薅羊毛。

从道义上来讲，云厂商这样单向的薅羊毛不太符

合开源的理念。但是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讲，如果一个

组织无法在同一个产品上迭代得比云厂商更快更好，

长期来讲也会失去对这个技术领域的掌控权。

5. 通过广告的方式

这里有直接的广告变现，例如在软件里直接植入

广告。也有间接的方式，例如大型企业利用一个小而

美的开源软件来或者提升品牌影响力，增加其他非开

源软件产品和服务的销量，开源软件这部分的开支相

当于可以减免企业政策的营销和广告开支。

那些核心开源，但是外围的高级功能不开源的方

式，基本上也可以认为是一种变相的广告模式来做商

业变现。还有一些企业在商业版本里提前发布补丁和

代码迭代，然后再延迟发布到开源和社区版本里，本

质上也是类似。

6. 通过运营的方式

如果一个产品不靠软件商业化，而是依靠运营，

可能大家第一时间能想到的就是类似比特币和以太坊

的“开源软件”。在这种场景里，软件只是一个工具，

整个场景的持续运营还需要其他的资源。软件本身代

码完全开放并且可以改动，但是软件运行需要的资源

可能是需要现金流支撑的，例如区块链里的挖矿行为，

例如玩一个开源的游戏也许要支付稀缺道具的钱，使

用一个开源的股票交易软件可能要支付通道的费用。

04 对未来的思考

开源的商业化，本质上是要在用户的价值和开发

者的贡献中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使得用户的决策成

本极低，使用成本合适，并且也能够给开发者带来很

好的收益。

如果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能够根绝每个参观者的真

实收入的比例进行收费，无疑是一个更好的平衡，例

如每参观一小时，需要支付参观者实际 10 分钟的收

入，并且可以设置一个免门票的收入区间。这样的计

费方式，无疑是有利于那些收入不高的人群，但是又

能从高收入的人群中获取更多的现金流。但是这样的

商业模式需要更透明的信息交互，也许在 Web3.0
里可以做到，当价值的交换可以被编程，每个人的门

票就可以被动态的定价了。

当区块链的智能合约技术流行的时候，很多开发

者很激动的认为软件的定价模型可以被颠覆了，代码

可以按照被执行的次数来收费。但是区块链的性能和

架构瓶颈，使得其无法像一个运营商的 BOSS
（Business & Operation Support System，BOSS）
系统一样实现大规模的计费方式。目前开源的计费系

统更多的是依靠公有云的底座，在私有云里也许只能

靠专有的硬件或者更开放更透明更容易被验证的沙箱

环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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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全！

全球 22种开源商业收入模式

作者：郭炜（郭大侠）

近些年来开源在全球成为越来越火爆的话题，越

来越多的开源项目获得了大量的投资或者最终上市。

开源是根据一些开源协议把代码公开在互联网上并拥

有开源社区和使用者的一种开发模式，那么开源项目

代码是开放的，又是如何能够形成商业闭环形成商业

收入的呢？

笔者参考了全球多个论文网站和公司材料，最终

总结了全球大部分开源项目形成收入的商业模式，一

共 22种，如果你是开源爱好者或者有自己的开源项

目，你可以从这些开源商业公司的商业模式中找到一

些启发。我也为此建立了一个开源项目在文章末尾，

如果其中有缺失或者不准确的地方也欢迎大家直接在

项目当中留下 issue或者给出 PR。

 核心开源，非核心闭源

首先最常见的就是软件核心代码部分开源，非核

心部分闭源从而通过各种形式收费的商业模式，细分

下来这种收入模式一共有 4个子类别：

第 1类收费模式是开源商业 SaaS模式，也就是

核心代码开源，但是商业的 SaaS云服务背后的代码

闭源，且其中部分功能是开源版所没有的。比较典型

的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Databricks，它开源的

Apache Spark是以 Apache协议开源的，但是

Databricks的云服务是闭源的，且其中的性能和功能

要远超过其开源的 Spark版本。

第 2类就是 open-core商业软件模式，也就是核

心代码开源，但是部分功能代码是闭源，最终形成了

闭源的代码软件进行售卖。比如大家最熟悉的支持开

源 Apache Hadoop的 Cloudera公司所售卖

Cloudera Data Platform就是这种软件模式的代表。

当然随着云化的发展，这些以软件为初始售卖的商业

序号 分类 商业模式

1

开源核心

SaaS

2 Software

3 插件

4 周边必要素材

5
托管

云托管

6 硬件托管

7 软件市场 软件市场

8 Profession
Service

普通服务

9 升级服务

10
买软件代码授权

二次分发授权

11 代码+服务

12
延迟开源模式

新版闭源，旧版开源

13 闭源软件退市再开源

14
卖认证、卖培训

认证

15 培训，参考资料

16
软件用户流量

卖合作

17 卖广告

18
有偿开源

悬赏驱动开发

19 众筹

20 捐献 捐献

21 品牌周边 品牌周边

22 Web3 DAO，We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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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现在也都提供了自己云版本。但依然有很多常

见开源软件是利用这种模式去售卖的。

第 3类是 Plug-in收费模式，软件本身都是开源

的，但是它上面的插件是收费的，这些插件可以帮助

这个软件更快地在行业当中提高它的使用效率或者完

成特定的目标功能，部分 CAD开源软件公司使用这

种商业模式。

第 4类是素材收费模式，也就是软件本身是开源

的，但是它在运行或者使用时需要相关的素材，而这

些素材是需要购买的。这种商业模式在游戏引擎方面

比较常见，因为引擎本身只是一个计算核心，而周边

的材质配齐了才能够快速开发相关的游戏，这个商业

模式例子是 Arx Fatalis，Catacomb 3-D等这样的引

擎。

上面介绍的 4类其实都是核心代码开源，但是周

边有部分的能力是要收费的模式。

 托管和整合

第 5种就是我们常见的云托管模式，它的代码几

乎和开源项目完全一样，只在云账号和相关的服务上

面有略有不同，用户无需自己再去安装开源软件，也

不用雇相关人员进行维护开源软件，直接使用相关的

服务即可，比较典型的就是 MongoDB、Elastic公司

提供的托管服务。

第 6种是硬件和开源软件整合到一起的一体机模

式，例如，当年的 Sun公司将开源的 Solaris捆绑在

自己的服务器上面进行售卖，最终的用户不需要自己

再安装软件调试或者适配也可以直接使用硬件提供商

提供的相关开源软件。

上面两种核心的商业模式其实都是帮助企业节约

安装调试和部分运维成本而出现的商业模式。

 软件市场模式

这种一种更为宏大的生态型商业模式。

第 7种是软件市场（marketplace），这种商业

模式一般出现在操作系统或者用户量极大的基础软件。

例如 Android，Mozilla的 Firefox，他们有庞大的用

户使用基础。同时很多人会基于这个软件环境开发自

由软件或插件，当用户购买他上面的这些软件时，公

司通过收取中间的抽成来实现收入。

 专业服务

第 8种是提供普通运维和问答服务来进行

（Professional Service），例如 Hortonworks（被

Cloudera 收购之前）的 HDP和 Redhat 都是这种

模式。它的软件代码是和开源同一套代码，企业需要

支付支持和咨询费用来确保这些软件正常使用。

第 9种是软件本身开源，通过升级服务收费来进

行收入的。这种一般软件本身非常容易使用，但是它

自身的数据却非常重要，每次升级的过程当中，用户

为了保证企业数据完整性以及升级之后的软件稳定性，

会购买专业开源原厂公司的升级服务。

 售卖代码

第 10种是售卖软开源软件的二次分发授权进行

收入，例如大家熟悉的 macOS基于 BSD Unix
operating system kernel 专属权进行开发的，那么

BSD Linux靠此授权来获得收入。

第 11种是售卖同样开源代码软件且提供相关服

务来进行收入。例如 ardour和 radium，他们是售卖

一模一样的开源软件的二进制代码以及相关的服务来

进行收入，一般这种模式小型软件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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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迟开源

靠商业软件获得收入之后再进行开源的模式。这

样的方式可以保证最新版本的商业收入，同时能保证

开源社区的活力。

第 12种开源商业模式就是延迟开源模式，也就

是新版闭源，旧版本开源的模式，比较典型的就是

MariaDB Corporation。它的新版本都是商业版，但

当他研发出更新的商业版本之后，他原来的商业版就

会被开源出来让大家使用。

第 13种叫退市开源，这种模式是商业软件已经

基本上完成了它的商业生命周期，在退市的时候，它

会被开源出来。很多游戏软件其实都是这种模式，所

以我们能看到很多的 MOD游戏模式都是基于这样的

退市的游戏软件开发出来的，比较典型的就是 id
Software and 3D Realms公司相关的游戏软件。

 围绕开源周边服务

第 14种开源商业模式是卖认证。软件本身是开

源的，但是它所提供的基于该软件的相关内容或相关

服务要收费，因为它是软件和模式的发起者。所以，

它可以通过认证的模式来进行收入。经过他认证的体

系会更加权威，用户可以更加放心地购买，比如早期

的 Unix v3 v8的认证，和现在的 Moodle 模式。

第 15种开源商业模式是卖培训和周边的参考资

料，开源软件本身不一定是由公司建立的，但是他可

以卖相关培训和出版相关资料进行收入，例如

O'Reilly 出版公司就是以售卖开源书籍著名的。

 利用开源社区的用户流量

第 16种是经营开源社区合作来进行收入。例如

比较著名的谷歌的开源之夏（GSoC），它的收入模

式就是帮助各种社区组织开发者经营活动来实现部门

收入。

第 17种是售卖开源软件上的流量赚取费用。软

件本身是开源的，用户流量多了，软件利用其中的流

量进行收入。在谷歌 chrome插件里面最流行的

AdBlock Plus就是如此，每年谷歌都会要付大量的费

用来让他不 block来自谷歌的广告。AdBlock Plus靠
此来进行收入。

 有偿开源

下面两种都是参与开源项目的公司或个人进行收

入的方法。

第 18种叫悬赏开源，也就是在开源社区里面悬

赏相关任务，最终开发者完成相关任务。获得相关奖

励，最终实现个人和公司的收入。比如 Mozilla曾经

悬赏志愿者或公司去解决它的安全隐患然后付出相关

费用。

第 19种叫做众筹。也就是一个开源项目，会对

他的用户进行预售，筹划到一定的金额后，再雇佣开

源开发者完成这个项目，并且以开源的形式开放出来，

例如 OpenGL 4.3 extension for the Mesa librar 就是

这种模式开发出来的开源项目。

 捐献

下面的两种开源都是比较佛系的。不靠软件本身

赚钱，而是靠周边和捐献来获得收入维持。

第 20种是接纳捐献来获得收入。例如 Mozilla
Foundation，每年都会受到 Google大量的捐赠来维

持整个 Mozilla基金会的运作。类似还有中国的华人

开发者尤雨溪做的 VUE也接受了各种公司大量的捐

助。

第 21种是售卖品牌周边进行收入，例如 Mozilla
Foundation 和Wikimedia Foundation都有相关的情

怀 T恤或者马克杯。最近的 Apache Con Aisa 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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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当中的飞盘、贴纸、杯子、帽子，其实都是周边售

卖获得收入的。

 Web3 to Developer

第 22种，也是最后一种，是我非常看好但还是

在发展过程当中的开源收入模式，这就是Web3 to
Developer。开源社区本身就是一个 DAO，只不过目

前的开源还很难通过衡量个人的贡献来获得收入。开

源软件也很难变成一个像 NFT一样的组织来获得收

入和获利。但是我觉得随着 DAO理论的发展和相关

技术的进步一定会解决相关的问题，从而真正实现每

一个开源贡献者劳有所得，每一个开源公司贡献有所

收获，每一个投资者投资都有回报，这才是开源社区

的最终解决方案。

综上，我花了挺长时间，整理了各种各样的开源

到商业的玩法，我也在 Gitee上建立了一个开源商业

的项目，并把这篇文章和表格进行了开源，欢迎大家

在里面去评论或者 PR或者提 issue来贡献，共同把

开源社区的商业化做到极致，感谢各位。

项目地址：

https://gitee.com/William-GuoWei/OpenSource_BusinessModel

作者简介

郭炜（郭大侠），是 Apache 基金会成员、Apache 孵化

器导师、ClickHouse 华人社区创始人、Apache Dolphin

Scheduler PMC、Apache SeaTunnel （incubating）导

师、中国开源社区最佳 33 人，中国 2021 年开源杰出人

物。

微信公众号：郭大侠说开源

热爱开源的技术黑客的郭大侠分享，深入探讨全球开源

商业模式和最新开源社区的讨论。

Linux 31 岁生日快乐，

特意给 TA 准备了一个蛋

糕，自己 “编译” 去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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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被神指引的开源商业之路

作者：谭耀武

【编者按】除了 SaaS、open-core 等典型的开源商业模式之外，企业还有什么其它方式能够依赖开源项目生存下来，并且活得很

好？多年前，t-io 在早期阶段开创了国内开源项目代码开源、文档收费的先河。虽然为人所不理解，但这种获取收入的方式在

《大教堂与集市》一书中被称为“附属物策略”，如其所言：“在这种模型下，人们出售开源软件的附属物，如低端市场上的杯

子或 T恤，高端市场上的专业书籍或者文章。”

如果三流程序员的作品能被大家喜欢且使用（后

文简称喜用），那必然是巧合，如果一直被喜用，那

就是一直巧合，当巧合次数到了指定阈值，量变产生

质变，巧合就变成了神奇（神创造的奇迹）。今天我

就细数一下 t-io 是如何被神指引到创业之路的，在路

上又经历了哪些奇迹。

01 教员铁令下诞生 t-io

2011 年的时候，我接手一个网管系统，旧系统

用的是 bio，线程数量多且不可控。所以收到的命令

是用 nio 对系统进行重写（是重写，不是重构），而

且不允许使用当时使用面较广的另一个网络编程框架。

现在回想这个决定，这不就是让我弄个 t-io 出来

么？（t-io 早年叫 talent-nio。）每想到这，就莫名佩

服当时的教员，早在 2011 年就知道我要弄个 t-io 出

来，借着网管项目提前成就我。

好了，这就是 t-io 还是一只小蝌蚪时的情况，和

其他成年人一样，稀、松、平、常。

时间来到 2017 年，t-io 躲在西牛贺州猥琐发育

了 6年，师父觉得这毛孩子该下山闯荡闯荡了，于是

在开源中国发文公示《talent-aio 1.0.0 正式版，千呼

万唤始出来》，文笔虽羞嫩丑陋，但在开源中国滔滔

洪流带动下，此文竟奇迹般激起千层波浪，引无数猿

友折腰留言。

至此 t-io 在开源中国的圈子逐渐名就，从流量的

使用者转变成流量的创造者。

02 首次化缘之文档付费

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t-io 是没有文档的。那

段日子，喜爱 t-io 的工程师们，只能通过几个 demo
去掌握 t-io。即使在这样艰辛的条件下，也没能阻止

t-io 的流行。所以有朋友调侃 t-io 说：“文档不行，

demo 来凑，一凑倾城，二凑倾国，三凑倾天下众

生”，这也间接说明了 t-io的易用、健壮。

但是没文档的开源产品，总感觉缺点味道，在收

集到用户渴望文档的心声后，开始编写文档。

图 1 谭耀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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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文档前，作者先考察了各大知名开源产品的

文档体验，决定自主设计一个文档编辑、文档阅读的

平台。

文档编写平台做完后，开始正式编写 t-io 文档，

一个多月的熬夜换来了 t-io文档正式上线。（见图 2）

本应是欢呼雀跃的日子，但却是几家欢喜几家

愁——因为文档是付费的。众人惊呼：“t-io 作者不

按常理出牌啊，哪有文档收费的开源产品”。网络对

t-io 的口诛笔伐达到巅峰，这很神奇，作者至今未能

理解这个你情我愿、非强买强卖的行为，为何引来这

样山呼海啸般的吐槽和谩骂。

一半是冰，另一半就是火。事实证明，许多优秀

的工程师愿意对知识进行付费，还有不少工程师愿意

无偿捐助 t-io，更有许多用户愿意站出来为 t-io发声。

（经典战役请看：https://www.oschina.net/question/2617937_2243270）

是非自有公论，功过后人评说。t-io 可能是开创

了开源产品文档付费的先河，是非难辨的时候，就只

能交给时间了。

03 鬼使神差着了创业之道

t-io 创业之路始于一条午夜朋友圈，也许神仙们

都喜欢在午夜查看人间的朋友圈吧。在发完这条圈圈

3分钟后，接到了一个来自魔都的铃声：“去掉一切

对 t-io 不利的条款，立即投资 t-io”。因为失眠发了

个朋友圈，神就给我一顶创业的紧箍咒？既然上了创

业这条取经的路，那就做个快乐的孙猴子吧。（见图

3）

2019 年 12 月 20 日，杭州钛特云科技有限公司

在许多前辈的帮助下正式成立。在此特别感谢牛吧云

播创始人张晶总一直给我打气加油，免费提供办公场

地以及创业需要的其他基础知识。

毛孩子下山了，但对师父的想念一刻也没停过，

何以解忧，唯有谈聊。创业后的第一个商业产品便是

谭聊，有了这个工具，不管身在何处，都能和想念的

人且谈且聊。

图 3 发者无意，看者有心，一条朋友圈引发的创业大案

图 2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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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虽好，但拥有同样功能的产品早已泛滥成灾

（同功不同质，但许多客户识别不了质量），如何差

异化化缘换饭钱，是件费猴毛的事，对此我们采取的

策略是毁天灭地的提供全部源代码，让客户无后顾之

忧，许多朋友觉得我们是在饮鸩止渴、竭泽而渔。

其实不然。t-io 的开源经历告诉我，网络编程这

块蛋糕足够大，定制需求足够多，用一款产品去适配

所有产品，几无可能，而我们抛出谭聊这块石头，引

来他山之玉，再用 t-io 强大无比的屠龙能力将这些玉

一一收为己有，这便是商道中的最高境界：利他之后

自然利己。

回头看，“竭泽而渔”的策略让我们赢得了现金

流，公司艰难活了下来，活下来才有希望！

其实在 2020 年 11 月 6 号，公司内部开会决定

在未来 15 天内解散。谁曾想，当天晚上我发了一条

关于谭聊的朋友圈，随即有客户在该条朋友圈留言咨

询谭聊的事，鬼使神差地让公司获得了一个至关重要

的订单，让公司没有过早夭折。当你想做一件事，连

朋友圈都会帮你。

04 无心插柳的集群

公司差点夭折的现实让掌舵人有了严重的危机意

识，进军更广阔的 IOT 领域被提上日程，而在 IOT
领域盈利，估计要等 3年。艰难的过程已经注定，那

就先把 IOT领域必备的集群能力搞起来，这样，就算

公司没撑过 3年，起码积累了令人艳羡的集群产品。

一念魔鬼、一念天使，公司就是在这样“绝望”

的情况下研发出了 tio-cluster（t-io集群）。

研发集群的时候，从未想过通过集群去盈利，因

为立项之初它就是个 IOT必备基石而已，IOT不出来，

盈利没可能。

很意外，也很幸运，为了小试牛刀，公司将集群

用在了谭聊身上。这个纯技术思维的天才想法，起初

仅仅是为了展示 t-io 和谭聊的强大能力，可后来的市

场告诉所有人，IM 的集群到现在仍是稀罕物，一个

电信公司抛来的集群订单让公司赢得了足够支撑 3年

的现金流。

真是有心栽花花娇情，无心插柳柳成荫。

受益于 t-io 良好的口碑和流量，谭聊和集群获得

了出人意料的订单量，并产生了令 97%初创科技公司

艳羡的销售额。

深圳一位好友敏锐地察觉到了什么，把公司引荐

给 ZOOM 初始成员之一，双方在一个小包厢里回忆

图 4 谭聊 Web 版界面 图 5 谭聊 APP 版界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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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OM的历史过往，畅想 t-io的未来宏图，把饮畅谈

间无条件地投资了 t-io。

有了情怀天使的加入，公司更加坚定地走“做难

做但有意义有技术的产品”路线。

05 TiOMQ Client初长成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中间穿插讲了一下情怀天

使的故事，我们再回到 IOT领域，毕竟天使投的是未

来，而我们的未来就是 IOT。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在 IOT 领域有所发

挥，好用易用的测试工具少不了，TiOMQ Client应运

而生。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玩体验：

http://122.112.214.244:8088/tiomq/#/mqtt

心细的朋友可能留意到，这个 Client 工具，连的

服务器是指向 www.tiocloud.com 的，没错，我们就

是用自己的 Mqtt Client 连接自己的 Mqtt Broker，而

且是拥有强大集群能力的 Mqtt Broker。

IOT基石 Mqtt，最核心部分我们已经研发完成，

后面就是参与到某个垂直领域，进行进一步深耕。人

无远虑，必有近忧，此时我们已经瞄上了一个新的目

标，那就是 quic，我们拭目以待吧。

小结：

创业是一条没有路的路，每个十字路口，总会有

一些凑巧的人和事去指引你继续往前走，而您要做的

就是坚持去做有意义能让公司持续活下去的事。

作者简介：

谭耀武，杭州钛特云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网络

编程框架 t-io 执笔人，曾任牛吧云播 CTO。四流

程序员、三流创业者、二流传销佬、一流装逼师。

以前的梦想让公司活下去，现在的梦想是成就投

资人的梦想。

图 7 苏州之行，畅谈间敲定天使投资

python 的中文意思是蟒蛇，但是 Python 语言的名称跟蟒蛇毫无关系，而是来源于 Pyhton 之父 Guido

van Rossum 喜欢的喜剧中的马戏团 Monty Py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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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岁“危机”

一个涛思数据的 Fun Fact：TDengine 工程师平均年龄刚好 35 岁。

从创始人陶建辉的故事开始，大龄程序员的标签就和涛思数据紧紧地扣在一起。一个 53 岁的程序员，为

TDengine 写下了第一行代码，开启了他人生的第三次创业之旅。

他本人常说，“写程序是一辈子的事，而代码是你最好的简历，代码是你实力的最好证明。当你看了我贡

献的近 5万行 TDengine 代码，你一定不会怀疑我的编码能力。如果你为某个较为流行的开源项目贡献了哪怕

仅仅几千行代码，我想所有人都不会再问你年龄、学历、工作背景，因为那些都是多余。”

这也是他对于工程师唯一的要求，年龄这件事在 TDengine，从来都不是一件评判你技术好坏的标准。

公司简介：TDengine 是一款开源、云原生的时序数据库，专为物联网、工业互联网、金融、IT 运维监控

等场景设计并优化。它能让大量设备、数据采集器每天产生的高达 TB 甚至 PB 级的数据得到高效实时的

处理，对业务的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的监测、预警，从大数据中挖掘出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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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由“技术男”到“销售员”的转变

Rainbond 创始人刘凡在公司成立前，可谓是不折不扣的技术男，一面是对

技术的痴迷和钻研，一面是对社交的排斥和恐慌。

在公司的成立之初，刘凡以为招聘销售人员来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自己

主要专注产品和技术就好。但半年下来，销售团队一单都没签下来，公司账面

的现金已经花光。刘凡这才发现，原来要想公司发展壮大，光有好的产品还不

够，还要有好的销售。而且 Rainbond作为底层技术产品，销售必须要懂技术，

才能推动商业落地。

面对企业的困境，刘凡不得不从后台走到前台直接面对客户。

最开始，刘凡宅公司，只跟客户远程干聊技术，虽聊得很嗨，但叫好不叫座。慢慢地，刘凡天天在外跑，

把产品演示、价值传达、写解决方案、商务谈判这些售前和销售能力都逐渐补足，终于拿下多个大客户并成功

交付。随着客户成功案例的积累，刘凡也对公司的发展有了新的认识——只有真正面对客户，才能了解客户的

需求，才能做出更好的产品。

2017年底，“如何让更多人知道 Rainbond”成为好雨科技的发展的瓶颈。公司虽然知道开源是

一条路，却总是担心开源和商业的冲突。不过，公司最终还是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将产品完全开源。

最开始，Rainbond 默默无闻，半年后，很多知名企业主动联系。随着落地的客户越来越多，产品营

收也成倍增加，最初的顾虑完全消除，开源也成为驱动公司发展的主要动力。

公司及产品简介：北京好雨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自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云原生应用

转型改造和行业生态搭建，借助云原生，赋能 ToB 企业 IT 资产积累复用和业务持续交付，伟

业数字化能力升级、ToB 领域应用交付、搭建行业生态提供团建产品和技术服务。

好雨核心产品 Rainbond 于 2017 年开源，使用简单，不需要懂容器和 Kubernetes，支持管理

多个 Kubernetes 集群，提供企业级应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功能包括应用开发环境、应用市

场、微服务架构、应用持续交付、应用运维、应用级多云管理等。

《创业小辑》栏目征稿

随着开源在我国不断发展，越来越多依托开源项目创业的企业相继涌现。

目前这支队伍并不算壮大，但相信在不久的未来，将会发展成一股不容小觑的

力量。《创业小辑》栏目旨在记录这些勇立潮头的开源创企，展现它们的奋斗

历程、文化氛围。如欲投稿，请联系我们：肖滢 18370998278（微信同号）

26 开源观止  2022 年 9 月



聚焦溯源

一个技术人“误入歧途”，

做了个向量数据库新物种

向量数据库公司 Zilliz 近日宣布完成一笔 6000 万美元的 B+ 轮融资，累计融资 1.13 亿美元。这在长于本土的开源创企

中，无疑是非常耀眼的一笔。而时间回到 6 年前，当 Zilliz 的创始人星爵带着 Oracle 出身的背景寻找投资人，说出自己想要

造一个新物种时，却不似当下这番光景，更多时候面对的是投资人的不解：

“怎么误入歧途呢？”

“你带着 Oracle 的背景，随随便便做个数据库公司，我肯定给你投钱啊。”

这些声音会让星爵开始审视要做的事情本质上对

不对？自己和投资人的沟通方式需要如何改进？但有

一点非常明确——敢为天下先，要做就要做这个世界

上还不存在的东西，即便在短期内不被理解。

所幸，在 2017 年，星爵和他的团队成功拿到了

一笔天使轮融资，开始了对“新物种”的研究。回顾公

司发展，星爵将 2017 年的天使轮融资作为第一个里

程碑；2019 年将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产品 Milvus
开源视作第二个；第三个里程碑则发生在 2020 年下

半年至 2021 年上半年，Zilliz 确立了接下来的“五年

规划”，即，把全球化作为核心发展目标。

在过去的 6 年创业时间里，星爵关注的重点一

直只有技术创新，从用户需求中摸索新的方向，然后

实现它，并做到极致。商业化、资本市场的认可等要

素尚未进入星爵的重点关注地带，但也因为对技术的

追求，让 Zilliz 正成为下一个基础软件市场新星。

01 “不做”产品做技术

“在我们刚成立的那段时间里，我们觉得自己做

的是产品，但现在回头去看，我们当时做的是技术。”

Zilliz 的成立，来自于星爵对新技术的兴趣和自

身事业转型的规划。

读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时，身在中国武汉的星爵

跟随老师参与“网格计算”技术相关的研究，这一技术

后来被认为是云计算的前身。机缘巧合之下，星爵所

在的小组和由芝加哥大学教授主导的网格计算项目

Globus 取得联系，星爵也加入到 Globus 项目中去，

学习和研究代码，并且和 Globus 合作，最终建立起

中国教育科研网格——中国最大的网格计算项目之一。

这是星爵第一次通过开源协作的模式，深度参与

Zilliz 创始人星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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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开源软件的建设，“如果不是开源，我很难想象到，

一端是在中国武汉，另一端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相隔

这么远的实验室科研人员能够连接起来，这对我来说

非常陌生，同时也是打开了去学习全球最新技术的大

门。”

硕士毕业后，星爵到了美国数据库专业数一数二

的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就读，2009 年博士毕业

进入硅谷 Oracle 工作，参与当时 Oracle 的云数据

库研发。2013 年，Oracle 12c 版本发布，主题是为

云计算重新设计的数据库，星爵正是核心开发人员之

一。到了 2015 年，12c 已经趋向于稳定，星爵萌

生了回国创业的想法。

一方面，此时的星爵在技术上有过数据处理和分

布式项目经历，也见识到了一个大型数据库软件该怎

么去做，希望能在不同维度拓宽自身能力。加之受到

硅谷创业文化的影响，星爵想要通过技术创业，完成

从工程师到技术创业者的升华。

另一方面，在星爵看来，当时的数据分析走到了

一个交叉路口，AI 模型、算法的研究如火如荼。基

于 AI 研究，对各种非结构化数据，包括图片、视频、

自然语言等的研究也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且取得了

一些很好的结果。计算机视觉领域的图片分类水平也

首次超过了人类平均水平。在这种 AI 研究与非结构

化数据研究的发展之中，星爵的心中隐隐浮现一个念

头：在数据处理的基础软件领域，将会有新的技术出

现，新的机会正在诞生。

带着对新技术的热情，星爵开始了创业之旅，

“我们选择了 AI 应用中的数据处理赛道，过去 5- 10
年间，中国的 AI 应用，以及非结构化数据处理是走

在全球前列的，无论是数据的总量还是使用场景都领

先于世界。”秉持着靠近需求源泉的原则，Zilliz 的故

事从中国启程。2017 年，Zilliz 拿到天使轮融资，正

式出发。

成立之后，Ziliiz 最初的定位是将数据库搬到

GPU 上，基于 GPU 硬件加速做新一代 OLAP 数

据库系统，进而希望将性能提高 100 倍。星爵认为，

AI 时代出现了一些 GPU、异构计算等新技术，那么

便可以尝试将分布式计算和异构计算、数据处理等结

合起来。Zilliz 先是做了一个通过 GPU 高效并行算

法加速各种数据处理的引擎，将这一想法落地。

“我们没有想清楚把这个引擎用到什么地方去，

只觉得这个东西性能很好，很创新，很酷！所以要先

把它做出来。”

接下来，便是拿着这个引擎不断地和用户交流，

接收反馈。最终，Zilliz 发现这套技术可以很好地帮

用户去加速 AI 应用中向量数据的分析和处理，并且

Milvus 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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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用户需求是广泛存在和飞速增长的。在这样边做

技术边摸索的过程中，Zilliz 逐渐将向量数据库作为

核心产品方向，并坚持到了今天。

02 开源 + 从用户需求出发

埋头“很酷”的技术 2 年后，Zilliz 在 2019 年迎

来了“技术产品化”的关键转折点。

在做数据分析处理引擎期间，Zilliz 陆续接到了

用户反馈，看到了向量数据分析与处理的强劲需求。

以此需求为依托，2018 年下半年开始，Zilliz 启动了

新项目的调研、开发工作，并在 2019 年将成果一口

气开源，这个成果便是向量数据库——Milvus。

“对我们来说，是带着自身积累的，对大规模数

据的处理能力、分布式计算能力、异构计算等能力，

跨越了从技术到产品的鸿沟，找到了明确的产品方向，

即向量数据库。”但对于 Milvus 之后的发展，当时的

星爵心里也没底：“我们看到了用户需求，看到了市

场机会，但我们不知道自己提供的产品是不是真的能

够完美满足市场需求？”

出于这个“痛点”，再加上团队开放的工程师文化，

Milvus 从发布之日起开源，采用 Apache 许可证。

“开源开放是我们公司长期以来的基本原则，这是一

群工程师很质朴的想法，我们希望好的技术可以更快

传播出去，帮行业的人取得更好地成功，也通过开源

把技术开放出去，获得更广泛地支持。”

对于这款开源产品成功与否的考量，标准只有一

条：“它能不能取得很好的早期用户增长。”这个结果

直观反映出产品是否真正解决了用户的痛点，是否真

的为其他开发者创造了价值。最终，在 Milvus 开源

的半年内，拥有了约 60 家企业级用户。“我记得从

有了第一个用户之后，基本上每周都会有捷报，最初

是每周一个用户，然后第二周增加了三四个，第三周

又增加了七八个。”

事实上，Milvus 瞄准的价值市场，在过去基本

是一篇空白。

在星爵看来，数据库行业在过去 20 年经历了一

场巨大的“分化”，关系型数据库、分布式数据库、图

数据库、文档数据库、时间序列数据库……未来，在

AI 时代，会有更多数据库类型出现，“比如我们现在

提到量子计算，那很有可能接下来会出现一个面向量

子计算的数据库。”整体上，这个行业在不断的分工

与分化，类似汽车行业，在过去 100 年间，发展出

几十上百个细分品类，在数据库领域也是同样，并且

有两点是不变的：

第一，人类的需求是不断增加的，第二，人类社

会的数字信息化程度在不断提高，那么人们对数据分

析和处理的需求必然也是在上升的，因此便会催生出

更多数据的应用场景，而在每个新兴的应用场景之下，

都会出现一些更加具体、分工更加明确的数据库产品。

那么，再看回 Milvus，它并不需要和其他种类

的数据库做比较，而是专注于为 AI 应用处理非结构

化数据，比如为金融应用做欺诈分析、做物联网领域

的移动搜索等等，满足新兴的非结构化数据处理需求

即可。

不仅仅是 Milvus，对于所有项目，Zilliz 的判断

标准只有“需求”。

2021 年 9 月，Zilliz 发布 Millvus 的上游软件

Towhee。

“我们推出新项目只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解决

Milvus 用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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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需求。”Zilliz 会从用户需求中提炼出该做一个怎

样的产品给到用户。具体到 Towhee，本质是用户在

使用 Milvus 的过程中，虽然能很好地解决数据分析

问题，但是对于一些中小型公司来说，从各种不同的

非结构化数据中提取向量数据本身需要投入很多资源。

因此，为了解决这部分用户需求，Zilliz 推出开

源的 embedding 框架 Towhee，包含丰富的数据处

理算法与神经网络模型，可以帮助用户完成原始数据

到向量的转换。

在评估需求方面，Zilliz 的方法非常“朴实”，通常

是在用户群中主动收集或接收需求，然后将用户反馈

做汇总、归类、排序，筛选出高频需求，归纳趋同的

需求。然后将数据结果放到研发社区做进一步讨论，

最终根据讨论结果规划产品的设计与迭代排期。

03 只在云上挣钱

对于做技术该怎么挣钱的问题，星爵和他的团队

很早就有一个标准：在公有云上通过服务赚钱。

落实到具体在什么时候实现商业价值的转换，就

变得非常“随缘”。

2019 年 Milvus 产品开源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内，这只队伍都沉浸在“如何打造一个全球技术领先

的产品”的目标之中。回看当时的想法，星爵是抱着

“如果这个技术和产品能够解决用户的痛点，同时技

术上又是全球领先的，那么一定能为公司创造价值，

所以前些年我们并没有太去考虑商业模式，而是专注

的把产品做好。”

对于 Milvus 团队来说，2020 年底，产品开始

迈入成熟阶段，Milvus 已经拥有 500 多家企业级用

户，产品趋于稳定。另一方面，他们发现了新的用户

核心需求：用户希望能在云上使用，在云上提供一个

更加便捷的云服务。对用户来说，云服务可以省去安

装部署的步骤，直接通过 API 调用，那么开发和维

护成本也会降低。基于此，Zilliz 启动了公有云产品

的研发。

日前，Zilliz Cloud 的测试版本正式上线。Zilliz
Cloud 定位于依托公有云的全托管数据库即服务，旨

在为向量数据处理、⾮结构化数据分析和企业 AI 应

⽤开发提供⼀站式解决⽅案。

Zilliz Cloud 本质是 Database as a service，是

将 Zilliz 向量数据库的能力以云上全托管的方式提供

给用户，免去用户部署和运维的工作。同时，也帮用

户解决云上数据安全的问题，包括数据合规、高可用、

容灾等等，为各类在开发 AI 应用的企业，在其开发

Zilliz Cloud 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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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极大地简化非结构化数据管理的过程。

在云产品之前，Milvus 开源社区的用户想向

Zilliz 购买服务的，都会遭到拒绝，“很早之前我们就

决定，云才是我们商业产品的形态，除此之外，不会

收用户的钱。”

事实上，许多开源的基础软件都和 Milvus 一样，

在走一条开源+长时间免费的道路。在星爵看来，基

础软件的第一个特质就是技术门槛高，那么在研发阶

段，就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活动，需要长期投入，不

断总结用户需求，将其做成通用产品。另一大特质则

是一旦做出了个全球领先的技术和产品，就会出现

“赢者通吃”的格局。而这也是 Zilliz 长期坚持以技术

主导，开源开放的重要原因之一。

04 谈谈当下

当下，Zilliz 正沿着一年多前定下的策略，走全

球化的路子。具体到刚刚起步的云服务业务，北美市

场将是接下来一两年关注的重点。

“如果我们看全球市场的估量，在基础软件领域，

美国市场占全球市场的 30%-40% 左右，是全球第

一大单一市场。”因此，将全球化作为目标的 Zilliz
将国际化的主战场放到了北美。目前 Zilliz Cloud 已

在 7 月支持 AWS，接下来将会进一步扩展能力，形

成多云方案，包括支持谷歌云计算平台 GCP，微软

的 Azure，实现北美三大公有云的跨云方案。

对于 Zilliz 来说，其与大型公有云厂商之间是竞

合关系，一方面 Zilliz Cloud 依托于公有云平台，另

一方面，在星爵看来，同台竞技也更能催生技术创新，

“我们的信心是源于我们是一个创业公司，可以更快

速地迭代产品，实现技术创新，所以在和公有云厂商

同态竞技的时候，我们会坚持开源开放，唯有产品和

技术能保持核心竞争力，才能最终与大象共舞。”

谈及 Zilliz Cloud 未来的发展，星爵并没有做过

多预测：“我不做预测，我们公司也很少做预测，预

测容易打脸”。而商业化和营收，也依旧不是当下星

爵关注的重点。面对在资本市场取得的成绩，星爵将

其归因为团队以技术为导向，敢为天下先地去创造了

新技术，并将其做到极致，“大家都知道稀缺性很重

要，但往往在亲身实践的过程中，会发现追求稀缺性

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稀缺性是孤独的，相当不确定

的，高风险的。”

同时，在星爵看来，将产品和技术做到极致之后

再谈商业化，也会更加容易实现，“我们要先打造一

个优异的产品，这个产品如果不做到全球领先，我们

认为就不应该推向市场，更不应该拿去卖。”

微软有史以来最大的软件产品：超 36 斤的 C/C++ 编译器

在 47 年的历史里，微软所发行的软件中不乏一些大型

软件；但有一个软件版本的物理重量一骑绝尘，远远超

过了其他所有软件版本。微软 Windows Dev Docs 官方

账号近期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则对其档案管理员

Amy Stevenson 的采访视频。

Amy 在视频中透露，自始至今，微软发行过的最大的软

件就是一个 “带有 Windows SDK 的 Microsoft C/C++

编译器”，且自此自后，微软再没有发布过如此重的软

件。根据介绍，该编译器于 1992 年发布，重量超过 40

磅 (约 36 斤)，大部分以厚厚的参考书和 “快速” 入

门指南的形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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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人”赵生宇：

清北本硕，为开源从阿里辞职去同济读博

【本文首发于 2021年 2月】

赵生宇眼中的开源，是一种开放式组织形式，是对现有生产关系的变革。当他说要做开源时，不仅是写代码，还包括探

讨这种新的组织形式的理论意义、治理框架、社区维护、运营工具等等，就像很多人看到的那样：开源是个筐，什么都

往里装。

33 岁的赵生宇正在同济大学计算机系读博士二

年级，专门研究开源，擅长制作开源治理自动化工具。

清华计算机系本科，北大软件开发硕士，他曾经

以为自己会做一辈子的程序员，但面对开源社区的邀

请，他两度辞掉手头的程序员工作去做开源运营。当

他在阿里发挥编程优势改造传统运营方式并且风生水

起之时，再次辞职，一头扎进学校，只为寻找开源的

答案。

身边的人，有时甚至他自己都会不解一路走来的

选择。但是，逐渐地，他在开源的道路中知道了自己

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在开源世界中的探索给人一种自由的感觉。” 这

才是赵生宇一直追求和向往的，对他来说，遨游在开

源世界的感觉就好像他在 2013 年独自骑行一个多月

横跨大半中国一样，弥足珍贵，“现在作为学生自由

地探索开源和当时骑行的感觉也非常类似，很累，比

较孤独，但非常自由，是一种追梦的感觉。”

01 在写代码与做开源之间横跳

“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技术背景的人，应该做

一辈子的研发或程序员，但同时我又始终被开源吸引，

所以就会在不同岗位之间反复跳。直到找到一个非常

好的结合点，把我兴趣和技能结合起来。”

2015 年， Apache 基金会联合开源社筹办

Apache Roadshow 2015 China 活动。还在读研的

赵生宇经同学推荐，以学生志愿者身份参会，给时任

ASF 副总裁的 Niclas Hedhman 做随身翻译。会上

来自 ASF 的成员讲述了 Apache way，开源治理，

大数据生态体系等等。在闭门圆桌会议上，技术界的

众多大咖齐聚，畅谈技术发展历史与趋势，这给了他

很大的冲击。

Apache Roadshow 2015 China 闭门圆桌会议，赵生宇以学生

志愿者身份参与会议记录，图中有 Apache VP Niclas

Hedhman、微软计算机科学家，Delphi、C#、TypeScript 之父

Anders Hejlsberg 、 Apache ServiceComb 负 责 人 姜 宁 、

Apache Kylin 负责人韩卿等

因为作为会议志愿者表现优秀，大会组委会成员

陈阳给了赵生宇一个到微软做社区运营的实习机会，

当时拿了校招 Offer、并已经在美团开始数据治理工

程师岗位实习的赵生宇辞职去做了一名运营：

“那是非常大的一个转折点，但是当时我对开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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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还是非常模糊的，就知道开源是很有意思的一

件事情，很有趣的一群人在做一些看起来非常有爱的

事情，而且有机会和技术界的大咖面对面的交流。”

毕业之后，赵生宇找了一份 “老本行” 工作，在

网易游戏做一名研发工程师。任职网易期间，他一直

没有间断参与开源社区的活动，或多或少都会出些力，

比如做志愿者招募，协调场地，会务处理等等。

有一次，他专门请假从杭州去上海，协助开源年

会的举办。老板问他帮忙是不是有钱拿，他说不是，

大家都很不解。

“具体为什么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直到现在，赵

生宇依旧不太理解自己当时的动机，只是用 “感觉非

常好” 来形容，“大家会觉得你是一个志愿者，非常有

个性地把这件事组织好了，那大家就非常认同，给你

竖个大拇指，你就会很开心。”

慢慢地，通过这些活动赵生宇认识了更多开源圈

子里的人。2018 年，阿里邀请他去做开源运营。几

乎没什么犹豫，他就答应了。也正是这个第二次从事

开源运营的经历，让他找到了自己的技能和开源的结

合点。

02 结合点

结合点就是开放式组织的数字化治理，用数字化

工具让开源运营更简单。

入职阿里两个月时，赵生宇接到任务，去采访他

们运营的某个开源项目的 contributor（贡献者），和

每 个 人 深 入 交 流 。 工 作 第 一 步 就 是 获 取 每

个 contributor 的联系方式。由于 contributor 都是

GitHub 上的代码提交者，想找到他们可以去看代码

提交时的关联邮箱，或者看个人主页是否留下联系方

式。传统运营此时的做法大概率是维护一个列表，找

到每个人的信息，实时更新表格。

“我是学计算机的，所以立马想到可以写一个脚

本自动获取这些信息。” 赵生宇的技术背景优势在此

刻凸显。

紧接着，他发现 GitHub 本身开放了大量数据，

可以做各种数据的持续采集和分析。完成之后，他意

识到这件事非常有价值，可以大幅度降低传统运营的

人力成本，实现自动化。于是向公司提出想要转变自

己的工作方式，“我不希望做传统运营的那些事情，

我希望做和数字化相关的事情，比如做软件工具，从

GitHub 上爬取数据，分析数据，进而支撑传统运营

的工作。”

这种想法进一步实现的是 2018 年，阿里想要对

外发声，需要评估阿里在全球开源生态中扮演什么角

色，怎么定义贡献之类。公司谈论开源贡献往往可以

很容易列举出共开源了多少项目、项目有多少个 star，
在全球有多少贡献者，为开源开发投入多少资金等指

标，但很难评估出公司在全球开源生态中的地位。上

述这些可见指标中也或多或少与实际情况有偏差，比

如 star 可以刷，开源项目的多少并不代表质量等等。

而这次任务就引出了赵生宇到现在还一直在做的事情

——GitHub 全域数据分析。

2019 年 Linux Foundation 主办的 Open Source Summit 上

海站，赵生宇代表阿里巴巴介绍数字化运营方面的工作进展，

其中就包含对于 2018 年全年 GitHub 数据的全域分析的初步

结果

“长远来讲，如果可以实时分析非常活跃的开发

者在不同项目之间迁移的过程，其实能洞察整个技术

世界的发展趋势，这件事对公司的技术战略非常有帮

助。” 赵生宇擅长大数据处理，利用他擅长的技术洞

悉开源的发展规律刚好是结合了兴趣与个人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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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赵生宇还以同济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联合

主办的 X-lab 开源实验室成员的身份，正式发布了

他 基 于 GitHub 全 域 日 志 的 图 数 据 分 析 成

果 OpenGalaxy 2019—— 开源星系 2019，介绍了

一种基于开发者协作网络的全域项目影响力评估与项

目聚类算法。开源星系 2019 是目前已知全球第一张

也是唯一一张 GitHub 全域项目全景图，包含 2019
年 GitHub 全域 17 万个较活跃项目的影响力和聚类

结果。

2020 年，他也在 X-lab 实验室的 GitHub 组织

下开源了 GitHub 数字分析的项目，将全域数据分析

的能力集成到 GitHub CI 中，使更多人可以一起参

与到全域数字分析的协作中。X-lab 也将在 2 月份

发布《GitHub 2020 数据洞察报告》，更全面的展示

他们在 GitHub 全域数据分析上的成果与进展。

OpenGalaxy 2019，展示了 GitHub 上 2019 年最具影响力的

17 万个项目的全景图，节点的大小表示了项目的影响力，而

不同的颜色则表示了项目所属的领域

GitHub 全域数据分析是赵生宇为自己找到的，

个人技能与兴趣之间，即写代码和做开源之间的结合

点。

而在阿里接近两年的工作经验，也让他对开源本

身有了更多猜想。

03 带着问题回学校

刚加入阿里时，赵生宇所在团队仅仅是负责一个

项目的运营，之后团队迅速扩大，成为阿里开源办公

室，开始统筹阿里集团的开源工作。

期间，他做过活动、内容、数字化运营、开发、

访谈、报告，甚至是绩效评估、风险管理等等。也真

正从企业内部认识了开源，从运营和治理的角度看开

源，开源在他眼里不再仅仅是一群有热情的人聚集在

一起做一些看起来没有收益的事情，而是要立足企业

治理，从公司战略层面去思考和行动。

换个角度看开源，新的问题出现了：开源治理的

框架应该是什么？应该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待开源？

在不同的角度上应该用什么方法去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想搞清楚这些还没有多少人探究过的问题，最

好的地方就是学校。” 对开源的强烈求知心驱使赵生

宇重新规划人生路径，他决定换个环境去思考。

说来也巧。赵生宇曾在一次开源社区活动上认识

了他后来博士生导师之一王伟，几番交流之后二人日

渐熟悉起来。2019 年 5 月，王伟给赵生宇发消息，

说自己刚好有一个博士的位置，和开源相关，问赵生

宇是否有意愿。

赵生宇非常心动，果断表示：“我来。”

2019 年 9 月，赵生宇从阿里离职进入同济。回

到学校的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做研究，开始学习管理学、

经济学等人文学科知识，在跨学科背景下看开源。由

于他本硕都是读的计算机系，高校研究制度不允许无

跨学科背景的人做跨学科视角研究，于是，赵生宇就

开了课题 “从全域数据中挖掘协作模式”，大的兴趣方

向是跨学科视角下的开源理论研究和开源项目工具开

发。

至此，赵生宇的开源探索有了一个大致的框架。

他坚信开源作为一种开放式组织形式，可以变革

人类社会现有的这种生产方式，尤其是公司。

而从组织形式的角度看开源，开源就需要一整套

的治理框架。同时，基于此框架的数字化、自动化的

治理工具也能帮助开源项目及社区更高效的运作和管

理。

04 猜想印证

2020 年年初的一个项目，让赵生宇进一步确定

了两件事：一是开源可以是各领域生产关系的变革，

而不仅仅是软件开发；二是开发自动化协作工具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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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与重要性。

2020 年 1 月 23 日，除夕夜前两天，武汉因新

冠疫情封城。突然的灾难打破整个社会的阵脚，和大

多数人一样，赵生宇的所见被来自医院、医生、病人

等各方的求助填满，“就是在除夕当晚，我记得非常

清楚，大概从八九点开始，朋友圈、微博、微信群非

常多这样的信息，大家都在转，我心里也非常不舒

服。”

然而此时的赵生宇满心焦灼却无法施以援手，许

多可信的捐款平台资金池已满；一些求助信息以图片

形式传播，长串的银行账号在图片中传播难以使用，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想捐个款都太难了。

除夕夜当晚，赵生宇难以入睡，“作为计算机系

的人，那段时间也一直在做数据相关的事情，看到这

些就有直觉，想是否可以做一个数据平台解决问

题……”

想到凌晨三点，他决定启动一个数据平台项目，

便动笔写倡议书，因为明白工作量的浩大，打算用开

源的方式号召更多人加入。第二天一大早，他将倡议

书发给实验室导师，同时也是开源社执行长的王伟，

作为武汉人的王伟老师非常支持，中午时就通过 X-
lab 实验室公众号发出。

Wuhan2020 项目启动了。

Wuhan2020 的定位是武汉新型冠状病毒防疫开

源信息收集平台，需要收集的具体信息包括医院、酒

店、物流、生产、捐款、预防与治疗、义诊、动态。

最初的设计是参与者可以到 GitHub 上提交 csv 格

式文件并存储，以便前端获取结构化数据。

很快，赵生宇发现，GitHub 本质是一个代码协

作平台，提交表格类数据非常困难；另外国内许多程

序员对 Git、GitHub 并不是很熟悉，因此协作效率

不高。第二天，赵生宇和实验室的同学去调研在线协

作表格工具，最终选定石墨表格。

石墨表格是一家武汉科技公司的产品，得知

Wuhan2020 项目有意使用石墨表格之后，石墨的一

些工作人员以个人身份参与进来，帮助对接了部分信

息采集的团队，有收集新闻事件的团队，也有做疫情

防控知识文档协作的团队……

解决了信息采集的问题，接下来是数据的加工、

处理、可视化。

赵生宇和石墨产品的开发者配合，写了一个连接

石墨和 GitHub 的自动化工具，将石墨作为信息的采

集端，GitHub 作为代码采集端，中间通过自动化程

序连通。每隔两个小时从石墨表格里采集数据，过滤

掉未审核的数据，然后校验每一列，检查出格式不匹

配的数据后上报错误；没有问题的数据里，抽取出联

系人电话号码、账号、地址信息等数据并进行自动化

二次加工，打包成数据包上传到 GitHub 的数据仓库，

转化成开放的数据，这时大家就可以直接拿开放数据

做应用。

越来越多贡献者涌入项目，最终 Wuhan2020
在半个月内完成开发，参与者多达四千多人。

Wuhan2020 有三个项目在同一天内登上 GitHub Trending 榜

全球 Top 5

一个德国开发者基于 Wuhan2020 做了款手机

APP，直接读取 Wuhan2020 的数据显示在手机上。

美国医疗公司 Button 用数据做了面向海外的网

站，促成一笔武汉医院从欧洲采购了上百万美元医疗

物资的交易，也有美国人通过这个网站捐助口罩等物

资。

社区的志愿者也自组织为 Wuhan2020 项目做

了官方网站，展示贡献者、项目、社区等等。

通过来自社交网络的反馈，赵生宇也知道有很多

人通过这个项目，一键复制银行账号，完成捐款。

……

“如果说 Wuhan2020 解决了多大的问题，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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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 对于 Wuhan2020 项目取得的成绩，赵生

宇并不是非常满意，他认为首先 Wuhan2020 没有打

通全链路，如捐款、捐物等；其次，美国医疗公司

Button 只是个例，具体多少人使用 Wuhan2020 并不

能 追 踪 ， 因 此 无 法 准 确 评 估 价 值 ； 此

外 Wuhan2020 发布时间特殊，“项目本身有一个很重

要的前提条件，它发生在那个时间节点，很多因素都

非常巧合的碰到一起，这个项目才会产生。”

Wuhan2020 对赵生宇来说更重要的结果是印证

了之前的一些猜想。

一是 Wuhan2020 探索了开放式的组织形式，证

明开源可以是对各领域生产关系的变革。赵生宇认为，

Wuhan2020 区别传统意义上的技术开源，是一个非

典型的开源项目，研发仅是一小部分，参与者有许多

都是非开发者，比如贡献数据的学生团队、设计团队、

宣传团队、运营团队等，而且他们也与上游的工具厂

商有紧密的连接，“当时 Slack、Figma、石墨、句子

互动也都给了我们商业版的免费支持”。

并且它印证了开源这件事不仅和软件相关，更是

对整个组织甚至跨组织管理的变革，对人的生产关系

的变革。生产关系的变革是指不同领域的人们可以在

没有签订劳务合同，没有过多外力强制的前提下，出

于共同的愿景和目标去从事生产。

二是 Wuhan2020 证明了开发自动化协作工具的

可行性和重要性。Wuhan2020 项目是来自各地、各

领域的贡献者用多个协作工具创作，并通过自动化工

具连接的：数据收集志愿者用石墨表格协作数据；有

北美设计师用在线协同设计平台 Figma 做 UI 设计

协作；开发者在 GitHub 进行代码协作；而他们也自

己开发了工具用于跨平台的数据同步与权限管理。基

于这些协作平台与自动化工具，所有人才有可能构成

一个完整的协作组织。

05 开源对人意味着什么？

“站在几十年后、一个世纪以后回望的时候，开

源对于人类到底意味着什么？”

Wuhan2020 激发了赵生宇更多思考，之后的

2020 年，他更多地去阅读跨学科的书籍，尤其是经

济学、管理学、社会学：

“我希望能建立起一个框架去剖析开源，并使开

源模式可以更好的发展和推广。”

对这个目标，赵生宇还没能给出一个确切、甚或

是大概的答案，但他已经通过不同学科理论更理解开

源。目前最让他受益匪浅的两个学科是新制度经济学

与管理学。

其中新制度经济学强调从制度成本的角度去分析

组织的有效性，制度成本理论让他意识到开源社区的

有效性在于 “不能提高效率就终会消亡”。

如果组织管理和研发管理的问题较多，生产成本

较大，就注定会走向消亡，无论在开源还是传统企业

中都是如此。开源虽然在组织边界有限开放的情况下

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产品获客和技术品牌建设与宣传

的成本，但与此同时开放式的协作带来的挑战更多。

虽然现在很多人都认同 “一个项目是否认真做开

源，看 CI 就知道了” 的说法。但赵生宇认为，未来

的自动化手段将不仅是 CI 系统。CI 仅仅解决了大规

模协作中的测试与信任成本高的问题，未来的自动化

工具同时还需要关注组织的成员架构管理、权限管理、

研发流程管理、绩效评价、社区运营等一系列与开源

相关的生产环节，而每个环节的自动化都是对制度成

本的降低，从而增加组织的有效性，使社区可以更加

平滑的运作。这也从理论层面加深了他对自动化工具

重要性的认识。

王伟老师在上海开源信息技术协会发起的开源社会工程研

究框架，旨在通过跨学科领域的协同研究促进开源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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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新制度经济学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

“完全理性人” 假设，将 “有限理性” 作为一个基本假

设，这使得赵生宇可以跳出纯理性的收益分析来看待

参与开源。

不同学派对于有限理性根源的探究，为赵生宇理

解开发者行为和探究开发者运营策略时提供了诸多耳

目一新的角度。

管理学中关于 “情绪对生产力影响的研究” 也印

证了这个观点，社区中开发者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导致

的驱动某种程度上是非理性行为，而且一些纪念品、

证书等虽然没有实质的收益，却在情绪层面影响了开

发者与社区的关系，从而进一步影响了开发者的行为。

“我本人在生活中有点极简主义，很多时候我会

觉得纪念品是一种累赘，但收到时依然会非常开心。”
赵生宇作为一个工科生一向喜欢用非常理性的视角来

看待世界，其他学科的理论往往能给他一些新的视

角。

赵生宇在不同学科中得到的启发还有很多，虽然

还没求得最终解，但他已经确定要和开源难题死磕了：

“2021 年可能会产出一些内容，但不会达到预期中非

常完整的理论框架的程度…… 实践方面也是做好工

具之后，把需要实践的理念注入工具再去服务社区。”

现在，他还会以 Freelancer（自由职业者）的身

份做外部开源咨询，加深对开源现状的了解。和研究

开源的同学呆在一起时，他们也会畅想新的未来：

未来是否会有大量的开放式组织，人们可以不用

签订独占劳动力的劳务合同，不用固定坐在一个工位，

可以选择我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可以选择在哪些组织

里做事，可以更自由地工作与创造……

Linus 家里的办公桌有亿点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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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ef
Thief 是一款 AI 智能创新摸鱼神器，基于

Electron 框架开发，可以在 Win、Mac 双平台运

行使用。这是为上班族打造的必备神器，释放工作

中的压力，上班倍感轻松，远离 ICU。

推荐官：Thief 作者，神秘的摸鱼人，使用 N
年摸鱼神器的打工人。

推荐理由：使用了 Thief 后，即使在背后有

许多人的注视的情况下，也可以极其隐蔽地进行摸

鱼。比如说，Thief 的小说窗口以小型文本框的形

式放在在屏幕不起眼的隐秘角落，因此你可以光明

正大地阅读小说，不怕被人发现。甚至能用任务栏

和 Touch Bar 来显示小说，工作和阅读两不误。

等背后没人的时候，你还可以愉快的玩单机游

戏&网络游戏，实现带薪打游戏。又或者上班炒股

(基金)，利用小窗口显示在屏幕预定位置，工作中

随时观看行情走势，增加一份赚钱的副业。

Thief 还有超方便的 AI 识别技术，可设定摄

像头识别功能，识别到身后角度有人出现就自动隐

藏摸鱼窗口，再也不用担心被领导抓住了。更重要

的是，通过 Thief 可以认识一群高学历的摸鱼小伙

伴，微信群里个个都是人才，每天开开心心释放压

力，快乐摸鱼。

项目介绍：https://www.oschina.net/p/thief

Apache Kvrocks
Apache Kvrocks(incubating) 是一款高性能的

分布式 KV 数据库，使用 RocksDB 作为底层存

储引擎并兼容 Redis 协议，能够解决 Redis 内存

成本高以及容量有限的问题，亦可作为 PB级海量

数据存储的解决方案。

推荐官：王源 (ShooterIT): Apache Kvrocks
PMC & Redis Group Member

推荐理由：

Apache Kvrocks(incubating) 兼容 Redis 协

议，支持 String、 List、Set、 ZSet、Hash、
BitMap、Geo、Stream 等数据类型并实现了大多

数命令，支持持久化 Lua 脚本、事务、PubSub
等高级特性，以方便业务开发；实现了基于

RSID(Replication Sequence ID) 的主从复制并支

持 Redis Sentinel 的管理方案，轻松实现服务高

可用；支持集群模式，最高可实现 PB 级别数据

存储，采用中心化管理方案并完成兼容 Redis
Cluster 访问协议，并提供了扩缩容功能，方便用

户横向扩展。

Kvrocks 在百度、美图、携程、雪球等公司都

大规模的应用实践，可应用于推荐系统、特征工程、

物联网、游戏、电商、短视频等多个领域。

在成本方面，Kvrocks 兼容 Redis 协议，但

成本较纯内存版本的 Redis 可降低 80% 以上；

其次，它使用 SSD 作为存储介质，相较内存，既

保证了数据的持久化，也提升了系统的存储容量，

可作为海量 KV 存储方案；最后，Kvrocks支持丰

富的数据类型和命令，很好地实现业务表达和数据

模型的映射，方便业务开发，也可满足其他

NoSQL 的需求。

未来，Kvrocks 会支持 JSON 数据类型以提

升数据存储的灵活性，其次也会适配云基础设施满

足大家云上部署的需求。社区正在开发管控服务来

更好地管理 Kvrocks 集群，方便用户使用。

项目介绍：https://www.oschina.net/p/kvr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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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X
ShareX 是一款将截图、录屏、文件共享和

OCR 功能汇聚于一身的老牌 Windows 生产力工

具，目前已有超过 14 年积极开发的历史。

推荐官：OSC 编辑部

推荐理由：

作为一款优秀的生产力工具，普通的全屏截图、

区域截图、滚动截图、屏幕录制、屏幕录制 GIF
等功能自然是不用多说，截取时用户还可以根据需

求设置窗口透明度、延迟时间、光标是否显示、定

时自动重复截图等自定义选项。

正如软件名字 ShareX 所写，它的一大特点

就是分享，ShareX 可以将截图内容自动上传到

Google Drive、OneDrive、Flickr 和 Google Photos
等 80 多种不同的图床或云存储平台；还可以立即

在各大社交媒体上分享，分享后 ShareX 还能自

动返回一个短链方便你使用。

对于 ShareX 来说，有两个功能是不能不提

的，其中一个是自带的 OCR 工具，该工具支持中

文识别，并且在近期更新中还对中文、日文、韩文

语言进行了专门优化。

ShareX 的另一个功能则是有一套先进的快捷

键 + 工作流程系统。在这套系统中，用户可以根

据自己日常的工作流程单独定制一些快捷键，每一

套快捷键都对应使用怎样的截图方式、截图后执行

怎样的上传任务、截取的内容最终存储在什么目的

地等。

用户可以从 ShareX 官网、项目 GitHub 页

面和 Windows 系统中的 Microsoft Store 免费下

载该软件。

项目介绍：https://www.oschina.net/p/sharex

Astro
Astro 是一款现代化的轻量级静态站点生成器，

具有出众的开发者体验 (Developer Experience)。

推荐官：OSC编辑部

推荐理由：

虽然 Astro 从诞生到今天只有 16 个月，但

其仓库的 star 数已超过 13000，并且在全球拥有

超过 30000 名用户。目前，Astro 文档已被翻译

成 6 种不同的语言 —— 包括中文。

Astro 其他特性：

 自带组件框架：Astro 为 React、Vue、
Svelte 和 Tailwind CSS 等前端工具提供一级

支持。通过 astro add命令即可添加使用。

 支持静态页面生成 (SSG) 和服务器端渲染

(SSR)，可以按需渲染内容。

 开发者体验出众：Astro 支持所有喜爱的开发

者工具和功能，如 TypeScript、NPM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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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ed CSS 、 CSS Modules 、 Sass 、

Tailwind、Markdown、MDX。

 按需组件：Astro 支持通过水化组件按需加载

JavaScript。因此，如果该特定组件不可见，

它不会加载相关的 JavaScript。

 100% 静态 HTML，无 JavaScript 运行时环

境 ： 当 构 建 Astro 时 ， 它 将 删 除 所 有

JavaScript，并将整个页面渲染为静态 HTML
页面。

 SEO 友好：使用 Astro，可以启用自动网站

地图、RSS 订阅、分页和收藏。

 基于文件的路由：就像 Next.js 一样，Astro
有一个基于文件的路由机制，所有在 /pages
中的东西 Astro 都会将目录转化为路由。

Astro 采用了独特的 Island 组件架构，团队

称这是一种用于构建更快网站的新型 Web 架构。

与单页应用程序不同，Astro 的组件不会被捆

绑到一个 JavaScript 包中。相反，每个组件都被

视为一个独立的小型应用程序，与所有其他组件隔

离存在。

Astro 从首次推出到最近发布 1.0 正式版，已

经发生了许多变化。它不仅仅只是静态站点生成器，

开发者可以在任何流行的托管平台上将 Astro 构

建为动态的、支持 SSR 的服务器。

项目介绍：https://www.oschina.net/p/astro-bu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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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 0 开始

搭建开发者社区运营策略

作者：板栗

板栗

有很多小伙伴习惯了追求速度，一有问题，常常

依靠下意识去处理，以为这就是职场上所强调的执行

力。其实不是，执行力是指带来结果。

思与行的关系，我认为沈鹏在《详谈》中提到的

尤为准确：真正的执行力应该是想得足够清楚的时候，

你拼了，这才是执行力。不是说你什么都没想就瞎搞，

那不是执行力。

说回开源社区运营，本质仍是社区运营与用户运

营。前者是后者的子集，是一种相对小众的特殊情况，

但仍旧逃不开用户运营的共性，即围绕人这一核心，

梳理用户画像，理解用户需求，通过各种资源配置，

让用户来到你的地盘，留下来，玩得爽，自觉维护你，

还要对外说你的好话。

成也规模，败也规模。

社区运营因为用户规模小、重人力、琐碎的事情

多，常常被人看做是鄙视链最末端。是的，你没看错，

尽管运营已经在互联网鄙视链的底端，但不妨碍内部

仍有更精细的鄙视链划分。

但也是因为规模不算大，社区运营才有可能对这

群人进行更加人性化甚至是人格化的运营。尤其是在

一对一的用户运营中，往往能够挖掘出社区关键人物，

撬动更大贡献。

毕竟一个社区真正能够产出、有话语权的人物，

也只有 20%不到。而社区运营本身也可以作为更大范

围内的用户运营或者功能产品化的前期测试，给其他

团队以一些新的思路和支持。

做完了社区运营的心理建设，接下来讲讲如何从

0到 1运营开源社区。

01 了解用户，梳理开源社区用户画

像

运营开源社区的第一步就是了解你的用户。

只有知道了他们是谁，多大年纪，做什么工作，

内容消费习惯是什么样的，喜欢什么时候摸鱼，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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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需求，你才知道要如何满足对方的需求，从而让他

们也能为你所用。

除了梳理出典型用户画像（物理属性+社会属性）

之外，还要了解用户结构和了解用户的分级、分类、

分阶段情况，具体来说包括各类典型用户的数量、占

比、每日增长规模大概是多少、不同生命周期的用户

占比是否健康、成长速度是否会导致青黄不接（新用

户不够，老用户流失，无人活跃）……

一般 C端业务的社区用户画像到这里就够了，但

对开源社区这种和 B端业务强相关的社区来说（因为

B端业务决策是集体决策，更多是取决于角色决策，

详细差异可以查看我的 B端运营三部曲，放在文末），

还需要在用户画像时加上行业（行业现状、市场规模、

发展趋势）、企业（如企业规模、收入规模、活跃用

户、公司评价）、职位（CTO、技术总监、专家还是

一线人员）等标签，以此来做用户分级，方便评估后

续运营成本的投入。

就真的还蛮现实的。用户进入社区之初，就已经

分出了三六九等，应用广泛、需求强的行业比试水行

业优先级高，大公司职员比小公司职员待遇好，技术

大咖比小白用户得到更多青睐……

如果说 C端社区运营像自由恋爱，讲感情，看感

觉，那么 B端社区运营更多就是相亲，各种条件摆得

清清楚楚，评估过后再来看以什么姿态、用几分力。

那要如何了解用户呢？

我自己常用的调研手段主要有以下三种：

1）用户访谈：一对一访谈和群访都有，但规模

都比较小。一对一可以聊的更深度，用户也会有比较

好的体验，感觉被尊重和独家对待。群访可以撬动一

些相对不愿意透露信息的企业人员，给人以更强的安

全感。

很多人以为访谈很容易，不就是聊天嘛，但其实

访谈是需要提前设计问题的，而且在访谈时要尽量客

观记录和分析，记录时不要加入自己的理解，以防信

息变形，导致后续分析离用户的真实想法越来越远。

同时也要学会追问，挖掘用户深层次的真实需求，在

初次交锋时，用户可能会讲一些很表象的想法和需求。

追问可以验证用户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需求，真的这

样想。

2）问卷调研：比较适合更大规模的用户研究，

但问卷的设计很考验人，这里有需要的话，以后单独

开一篇来讲。

3）看行业报告：结合报告数据与自己的一线经

验，对照分析自己的目标用户有哪些共性特点，有哪

些是报告所未能涉及到、属于你的小洞察的。

这里还要着重讲一下心态问题，因为社区运营工

作多且琐碎，反复遇到一些问题以后，不免会有些烦

躁和抱怨，比如用户这么笨，这么简单都不会操作？

他怎么这么懒，文档不是都有吗？怎么又问重复的问

题？

做社区运营，尤其是不断滚动的成长型社区，就

像生育孩子一样，大孩长大了，二胎又来了……然后

还有三胎、四胎。

对你来说重复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可能是第一次。

他们也不是笨，最多只是懒，习惯了伸手问妈要。放

下不耐烦，打破“知识的诅咒”，多看用户的留言和

评价，针对性解决问题，才能把你的“孩子”带起

来。

02 定位先行，一切运营动作围绕定

位展开

完成“了解用户，梳理用户画像”这个步骤以后，

基本掌握了我要运营的社区的目标用户情况，概括起

来就是企业侧以技术人员为主，还有少量的商务、市

场以及高管；校园侧会有一些相关专业的学生及教授，

需求方面依次有技术需求、交流需求和商业合作需求。

而社区只是作为一个满足用户需求的载体，也是实现

企业目的的工具。

因此需要给社区一个定位，一来是设定核心目标

以及边界，夯实这个定位的，我们可以做，其余不做；

二来也是为了让每个第一眼看到社区、第一次进入到

社区的用户就知道“这个社区是做什么的，能够提供

什么价值，都有谁在里面，我能够在其中做什么”。

问题来了，定位要怎么去做呢？尤其是那种看起

来高大上的 slogan要怎么写呢？

首先是要站在用户视角，看用户最需要什么，而

42 开源观止  2022 年 9 月



聚焦众说

不是你有什么。我相信每个人不论是对自己运营的社

区还是运营的产品，都能够说出来一大堆的优点，但

问题是你写的那一点，用户真的 care吗？同样是写

“全球首个 XXX社区”“全国最大 XXX社区”，B端

用户会考量技术积淀、开发者支持力度、生态丰富度，

但如果是小众社区呢？这些用户会希望被冠以“大众

化”的 title吗？未见得。不管你是从行业价值角度、

自身优势角度、还是诸如建立时间这样的客观描述角

度，只有当你的定位话术刚好戳中用户最关心的那个

点，才是有效定位。

其次是明确开源社区的内部定位。截至目前，开

源技术本身也没有找到很好的商业模式，开源不是出

发点，也不是终点，而依托开源技术而生的开源社区

既然动用了人力物力财力，必然也承载着自己的企业

使命。

如在《开源社区运营经验分享（一）：我们为什

么要做社区？》中所言，我自己所运营的开源社区对

于企业的作用在于反哺产品迭代、为品牌传播建立种

子用户群以及孵化商机，本质还是为商业化做产品和

流量准备。

可能会有小伙伴说“不就是一个小小的社区运营，

至于搞得这么复杂嘛”。越是难以量化、不被重视、

承载误解的工作，越需要自己去厘清眉目，才能避免

做着做着失去了工作的热情，陷入机械的重复中。

而有了定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到底能给公司

业务带来什么价值以后，面对该做的事情，你会有自

己的标准去判断优先级；面对一些突然而来的

dirtywork，你才知道如何巧妙的拒绝。

有了定位以后，不管是按照 KPI还是 OKR拆解

和制定一版运营规划，和上级对齐自己的工作内容。

这样既可以体现你的工作态度和能力，也便于你去争

取工作所需的资源。

03 开源社区运营：分级、分类、分

阶段

1.用户分级运营

资源永远是有限的，而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在将有

限的资源利用最大化。除去显性的金钱与物料，你的

时间也是极其宝贵的资源。

即使是小规模的社区运营，可能也有小几千人，

如果对每个人投入都一样多，最后大概率只会累死自

己，还照顾不好用户。海王或许有，但即使是最优秀

的时间管理大师，也绝对不会同时应付超过 150个人

（邓巴数，即 150定律：人类智力将允许人类拥有稳

定社交网络的人数是 148人，四舍五入大约是 150
人）。

同时，你会发现这个世界遵循着帕累托原理（又

名 28定律，即最重要的只占其中一小部分），80%
的人消费着 20% 的人生产出来的内容，20%的人占

据着这个世界上超过 80% 的财富（这一趋势只会越

来越极端，比如 5% 的人占据着世界财富的 95%）。

80% 是多数，但却是次要的。开源社区不过是

世界的一个缩影，20% 的用户创造 80% 的价值，

20% 的客户创造了 80% 的利润。作为一个运营，也

需要花费 80% 的精力去服务 20% 的优质用户。

用户分层是按照重要程度、贡献价值等标准来划

分，有比较鲜明的等级差异（没有到不尊重，只是指

投入程度和运营优先级的差异）。用户分层的判断核

心在于用户对产品或者业务的 ROI，以便后续根据预

期收益投入相应的成本。

一般来说，我们会把用户按照贡献价值从高到低

分为以下五种：

以上数字只是示意，并非不同级别用户的实际贡献

 名人用户：行业大佬、学术权威等，平时不怎么

发言，但可以为社区权威性背书，必要时也能为

合作牵线搭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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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贡献用户：资深开发、技术大牛等，可以贡献代

码方案

 活跃用户：一般的技术开发者，氛围担当的同时

可以解决一些基础问题和提建议

 普通用户：反馈产品问题，参加社群的有奖活动

 入门用户：一般是学生，处于研究阶段，最常干

的事情就是提问和薅羊毛

2.用户分类运营

有时候也会被称为“分层运营”，但我还是认为

分类一词更加清晰，因为分类运营没有明确的等级差

异，不存在谁高谁低。而“分层”本身就有高低之分。

用户分类的判断核心源自于用户本身的差异，如

行为习惯、需求场景、技术水平、企业背景不一样，

分类的目的是方便运营以特定手段和内容来触达和满

足不同类型的用户。

比如，同样处于普通用户层级的两人，可能一个

来自金融行业，另一个是零售行业的，他们的核心需

求就不太一样。

用户分类的标准相对比较灵活，除去行业属性、

职业属性、企业属性之外，城市、甚至是设备类型都

可以分类。由于用户价值也是分类的标准之一，所以

有些人会把用户的分类与分级搞混。

完成用户分类以后，抽象出共性，再进行针对性

运营即可。

3.用户分阶段运营

而不管用户分级还是用户分层，都需要分阶段运

营用户，这里的判断依据在于用户与产品的交互和认

可程度：是只听过没用过，还是刚安装不会用，又或

者是已经非常熟练到可以去教别人？这个部分相对复

杂一些，涉及到用户生命周期管理、用户成长体系以

及用户激励体系的搭建。

04 搭建用户体系之前的 5 个问题

随着用户不断深入了解、使用和感受产品，加深

与产品的关联度，用户身份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比如

导入期对应新用户，成长对应普通用户。

之所以这么划分，是为了更加清楚用户在不同阶

段的核心需求。在这个基础上，运营利用已有的资源，

引导用户进入或者更持久的停留在“运营期望的阶段

和状态”，进一步提高 LT和 Value，完成产品从用户

价值到商业价值的统一。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我们可用的手段包括但不限

于“用户成长体系”和“用户激励体系”。

而不管是成长体系还是激励体系，都要先思考下

面几个问题：

问题 1：哪些用户行为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问题 2：判断用户行为是否值得被激励的标准是

什么？

问题 3：如何判断这些行为之间的权重？

问题 4：用户为何会按照我们的预期行动？我们

能提供什么价值？

问题 5：这个价值要怎么给，给多少，多久给一

次，给的形式……整个玩法要如何设计，才能更好地

刺激用户完成既定行为？

1、哪些用户行为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对于一个开源技术社区来说，我认为可以从技术

使用深度以及社区交互深度两个角度去思考。用户来

到社区的初衷是技术互动，和同行交流并解决技术问

题。一个人只要他提出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回

复，他就能留下来。如果他还能解决别人的问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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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来自其他用户甚至是社区官方的认可，他就会更有

动力在社区活跃。但如果只停留在技术交流，那么就

低估了社区尤其是开源社区的价值空间。

PingCAP 联合创始人&CTO黄东旭在采访中说

到，对于社区运营者来说，最关键的任务不是让沉默

者更多或更深度地使用，而是让他们和网络中的其他

用户建立更多的连接。将网络效应从使用者的网络效

应转移到基于信仰的网络效应，将社区中心从开源公

司内部转移到外部以获得更大的势能。

翻译过来就是，技术层面的交流，只能算是物理

反应。当用户之间的连接程度超越技术转向共同信仰

或者价值观的时候，社区才开始有了化学反应。这个

时候社区的势能呈指数级增长，社区成员不仅可以自

治，还能以共同体的身份对外发声与合作。

1）技术使用深度具体来说，包括但不限于使用

技术产品、提 bug、提 issue、提 PR等；

2）社区交互深度具体来说，包括但不限于参与

官方内容转赞评，帮助社区其他用户解决技术问题，

参与社区活动，在社区进行主题分享等。

2、判断用户行为是否值得被激励的标准是什

么？

一个用户行为是否值得被激励的标准，一是用户

行动以后会给社区好评吗，也就是说用户自己觉得舒

服吗，有没有被满足；二是用户行动以后对社区有没

有正外部性，也就是其他用户有没有因此受益。因为

符合这两个标准的才能让用户玩得爽，以及社区健康

可持续地发展。不能说，这个用户爽了，其他用户都

跑了。虽然我们经常说运营用户就是伺候上帝，但问

题是社区不只一个“上帝”，更何况上帝之间的行为

是会相互影响的。

3、如何判断这些行为之间的权重？

还是上面两条标准，优先考虑社区整体的健康发

展。

其余行为，要结合投入成本来看。一般来说，用

户投入越重的行为，我们越鼓励。我们也很希望每个

用户都能成为 contributor，但很可惜达不到。对此大

家也可以通过“官方投入”去观察产品和社区到底鼓

励用户做什么。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也是一次交易。

4、用户为何会按照我们的预期行动？我们能提

供什么价值？

用户愿意听你的、按照你说的做，是因为他愿意

这么做来交换你手中的资源，并不是因为你牛逼。

而我们能够提供的资源或者说价值一般包括以下

四种：

1）物质：现金激励，购物卡，周边，苹果产品

等硬通货；

2）内容：技术文档，经典 QA，行业资讯，白皮

书等；

3）服务：一对一技术专家答疑，与权威专家交

流机会，企业参观；

4）荣誉：社区认证讲师、技术布道者等荣誉；

这里提醒一下，还是要学会通过荣誉激励用户去

完成预期行为。

大多数时候，钱都是不够的，我还没有听过谁的

预算是花不完的。同时，人为了物质激励去做事是会

疲乏且滥竽充数来薅羊毛的，只有内在动机才会让一

个人真正优质高量输出（比如我现在一毛钱都没有，

但心甘情愿在这里写内容）。

5、这个价值要怎么给，给多少，多久给一次，

给的形式……整个玩法要如何设计，才能更好地刺激

用户完成既定行为？

这个比较复杂，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由于工

作内容暂时不便公开，所以细节也没法说。但是有些

原则可以和大家分享。

首先是有多大金刚钻，揽多少瓷器活儿。

一定要结合现有资源去设计整个体系，不要空头

支票。钱不够的时候，一定一定要取舍，做好重点，

而不是均摊费用！

其次是设计用户行为时，要时刻考虑降低用户行

动成本，不改变用户本来的行为路径，除非真的有必

要。

比如说一个技术用户进来，在部署安装的过程中

大概率会遇到问题，在他解决完以后，你引导他写一

个注意事项文档，这是 OK的。但你不要妄想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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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惑可以让用户专门为你创造一个东西。再比如，用

户习惯了在 GitHub上面提 issue，用 Markdown 写

作，你就不要非得要求别人和你一样用飞书文档交流。

最后要注意结合用户自然行为的特征（行动极限，

行动频率等）去设计你的目标。

比如说，一般情况下一个用户每天也就是下午摸

鱼的时候能够来给你当志愿者维护社区秩序，答上那

么七八个问题，你就不要设计成每日答疑数量满 50
个可以获得 XXX。人又不傻，放在面前的胡萝卜才去

够，放太远了就直接放弃掉了。你设置奖励的目的是

让用户完成从现状到理想的跃迁，不是“我不玩了”

或者干脆“跳他个粉身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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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B端，擅长用户运营、内容营销和个人 IP 打造，人人都是

产品经理/鸟哥笔记等平台专栏作者

微信公众号：南有板栗

终身学习，定期分享运营经验和个人成长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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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零开始

参与 Apache 顶级开源项目？

作者：鲁大师

从 2021 开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经常

在各大技术媒体或开源论坛中出现，“开源正在吞

噬一切”。不论是否言过其实，从一个行业从业者

的切身感知来看，开源确实从少数极客的小众文化

成为主流的软件开发模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

拥抱开源技术，享受到开源技术带来的福利。

一面是开源技术得到更广范围的应用和落地。

以我们所处的数据库和大数据领域来看，2021 年

全球开源数据库的流行指数首次超过商用数据库，

以 Apache Hadoop、 Apache Spark 、 Apache
Flink 等为代表的大数据组件几乎构成了大数据生

产链路上的事实标准。

而另一面，则是开发者对于参与开源项目和社

区的热情愈发高涨。不论是出于掌握技术、解决业

务问题、提升业务效率的目的，或者是出于钻研技

术、加强编码能力、提升视野高度的目的，又或者

是出于丰富简历、寻求职业机会的目的，参与开源

项目对开发者个人而言，是最为有效来提升自己的

方式之一。

过去几年我一直在参与开源项目 Apache
Doris 的推广工作，这一期间与许多开发者有过深

度的探讨和交流。2022 年 6 月 Apache Doris
从 Apache 孵化器毕业正式成为 Apache 顶级项

目，让 Apache Doris 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了更多

开发者的关注。

在这一过程中也认识到，如何参与到开源项目

的讨论和开发，是被许多开发者反复提及的问题，

也是新人开发者最为迫切寻求解答的问题。

为了回答上面的问题，就有了本篇文章的诞生。

其实参与开源项目并不困难，甚至可以说存在一定

的定式，就以我所参与的 Apache Doris 项目为

例，我将为大家介绍 Apache Doris 社区的一些

工作机制、如何参与社区贡献以及如何完成自己第

一个 PR ，希望为想参与开源社区贡献的小伙伴

提供一个简单的思路，也希望能有更多开发者能参

与 Apache Doris 社区中来，与社区一道成长，

一道将国人研发的优秀数据库推广到全球，一道实

现分析型数据库技术的革新，一道见证更多不可能

的故事发生。

01从 README 开始

从开源项目在 GitHub 上成功托管的一刻起，

README 文件就随之诞生了。就如同一本书的序

言或电子设备的使用说明书，README 文件是开

启开源之旅的第一个入口，几乎涵盖了使用和参与

开源项目的所有知识，既包含了项目背景、系统架

构、技术特性等技术相关的介绍，也包含了用户该

如何安装、部署以及上手使用的操作指南，同时还

图 1 开源数据库流行指数首次超过商业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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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提供项目维护者的主要联系方式、相关资料的获

取地址以及如何参与贡献的指引等。

Apache Doris README：
https://github.com/apache/doris/blob/master/README.md

通过阅读 README 文件，可以对 Apache
Doris 项目和社区建立一个相对全面的认识。

02 参与社区沟通

邮件列表（Mailing List）是 Apache 社区最

被认可的交流方式，无论是问题反馈与解答、技术

交流与探讨、版本迭代与发布、社区决议与公示等，

都可以通过邮件列表的形式来承载。邮件列表异步

通信、理性思考、公开透明的特性，也非常适合开

源社区的沟通交流，任何人都可以订阅邮件列表来

知悉社区动态。订阅邮件列表操作可以参考以下链

接：

订阅邮件列表：

https://doris.apache.org/zh-CN/community/subscribe-mail-lis

与邮件列表这一异步沟通模式相对的，是以微

信、QQ、钉钉等 IM 工具为代表的即时通讯模式。

由于信息传递的效率更高，即时通讯软件几乎

成为国内开源社区日常技术沟通和交流的主要方式。

以 Apache Doris 社区为例，目前 Apache
Doris 社区有超过 20 个微信社群、聚集了超过

8000 人以上用户规模，相对于邮件列表，微信社

群无疑承载了更多用户支持和问题解答的职责，每

个用户都可以通过 Apache Doris 官网上的入口

扫码加入用户社群中，去探讨技术和寻求答疑。

目前，Apache Doris 社区有一支专职的用户

支持团队帮助社群中的用户定位和解决问题。尽管

这能带来更好的用户体验（用一些社区用户的话说，

Apache Doris 社区的技术支持力度甚至比一些商

业软件的支持力度还要大），但微信社群天然存在

的信息割裂、冗余信息过多、知识无法沉淀等弊端

依然存在。

因此，社区也一直在寻求更加合理和可持续的

方法，例如 Slack 社群以及 GitHub Discussion，
希望在保持用户体验的同时也能提升沟通和解决问

题的效率，这也是我们更为推荐的沟通方式。

加入 S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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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join.slack.com/t/apachedoriscommunity/shared_invite/

zt-1co4h0c90-Kfu5MUgaTi4n~lAwNXfbuQ

GitHub Discussion：
https://github.com/apache/doris/discussions

03 善用官网和文档

官方网站和文档是深入了解一个开源项目最主

要和高效的方式，熟读文档对于掌握开源项目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在此也不再赘述。

2022 年 7 月，在社区力量的支持下我们对

Apache Doris 官网和文档结构进行了一次整体改

版，除了对各个页面视觉和交互效果的整体优化以

外，还增加了文档的全文检索和版本切换等重要功

能，可以对当前版本文档的任意字段进行搜索，帮

助用户快速检索和定位到需要查询的内容。

04 如何提交你的第一个 Pull

Request

参与开源项目并为其作出贡献的方法有很多，包括

功能开发、测试 Case 编写、流程工具改进、文

档完善、博客撰写等等，任何对于项目的贡献都是

有价值并且受欢迎的。在提交的贡献正式合入后，

将自动成为项目的贡献者并出现在项目的贡献者列

表中。

Apache Doris 社区有着清晰的贡献者成长标

准，贡献者在对项目有着足够的贡献后，有机会通

过推选和投票成为 Committer，拥有代码库的合

入权限，并且名字将出现在 Apache 网站列表中 。

更进一步，还有机会成为项目的 PMC Member
（项目管理委员会成员），对项目的重要决策拥有

投票权。

Apache Doris PMC 名单：

https://doris.apache.org/zh-CN/community/team

每一个贡献从最初的发起到最终的合入，大致

会经历以下的步骤：

 发现问题或优化项

 Fork 代码仓库

 本地开发与自测

 创建 Pull Request

 等待 Code Review

 审核通过并合入 Master

（1）寻找第一个贡献点

接下来聊聊如何寻找到一个贡献点，往往这也

是大多数人跨入开源世界大门的第一步，有幸跨入

的话则会发现门门外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景。

或许是在浏览文档时发现了一个小的错漏，例

如发现一个小的错别字或者发现某个链接失效，又

或许可能是已有的文档在细节描述或语义表达上有

可提升的空间，可以把订正或补全开源文档作为第

Apache Doris 官网首页 Apache Doris 官网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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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出发点，帮助文档质量得到提升，这也是参与

开源项目的重要途径。

文档贡献：

https://doris.apache.org/zh-CN/community/how-to-

contribute/contribute-doc

也有可能是在使用开源项目过程中发现了一个

Bug ，或者应用其某一业务场景中发现还存在一

些未被满足的功能点，经过阅读和分析代码后认为

凭借自身能力可以对其进行改进，这时可以在

GitHub 上搜索是否有人与你具有相同的想法或问

题，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创建一个 Issue，并按照

Issue 模版依次补充相关信息。

同时在 Issue 列表中可以通过 Label 筛选出

带有“good first issue” 的 Issue，通常是社区

为新贡献者专门留出来 的开发任务，并且在

Apache Doris 社区还会定期将新手任务汇总在置

顶的 Issue 中。如果是第一次参与开源项目，可

以选择这些简单任务进行练习，熟悉整个 Pull
Request 提交流程之余还可以感受到社区对新人

的友好度。

Good First Issue：
https://github.com/apache/doris/issues/11706

通常系统架构方面的修改或者重要的功能引入

需要在社区进行充分的讨论与交流，可以在邮件组

中发起讨论，也可以提交 Issue 发起，同时在

Doris Improvement Proposals 中提交详细的设计

文档，帮助其他开发者了解功能的设计动机、需求

与详细方案。

DSIP :
https://cwiki.apache.org/confluence/display/DORIS/Doris+Imp

rovement+Proposals

（2）Fork 代码仓库

在确定贡献点之后就可以开始上手开发了，第

一步就是 Fork 代码。进入 Apache Doris 的

GitHub 后点击右上角的 Fork 按钮进行 Fork。
如果喜欢 Apache Doris，也可以点击旁边的 Star
按钮关注代码仓库。

Fork 完成后回到自己的 GitHub 账号下就可

以找到 Fork 的项目，这时对自己 Fork 的项目

创建一个 Issue

如何 Fork 和 Star 项目

Apache Doris Issue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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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了任意修改的权限，可以将代码 Clone 到本

地进行开发。

1）将代码 Clone 到本地：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your_github_name>/doris.git

Clone 完成后， origin 会默认指向 GitHub
上的远程 Fork 地址。

2）将 apache/doris 添加为本地仓库的远程

分支 Upstream：

cd doris

git remote add upstream https://github.com/apache/doris.git

3）检查远程仓库设置：

git remote -v

origin https://github.com/<your_github_name>/doris.git (fetch)

origin https://github.com/<your_github_name>/doris.git (push)

upstream https://github.com/apache/doris.git (fetch)

upstream https://github.com/apache/doris.git (push)

4）新建分支以便在分支上做修改：

git checkout -b <your_branch_name>

注意： \<your_branch_name> 为您自定义的

分支名字。

创建完成后可进行代码开发和自测。

（3）创建 Pull Request
开发并自测完成后即可将代码提到自己 Fork

的远程分支中，再通过 Pull Request 的方式将

Commits 提交合入。

详细 Pull Request 提交指南可以参考以下文

档：

代码提交指南 :
https://doris.apache.org/zh-CN/community/how-to-

contribute/pull-request

1）提交代码到远程分支：

git commit -a -m "<you_commit_message>"

git push origin <your_branch_name

2）创建 Pull Request

在浏览器切换到自己的 github 页面，切换分

支到提交的分支 \<your_branch_name> ，点击

Compare & pull request 按钮进行创建，如下图

所示：

3）准备分支

这时候，会出现 Create pull request 按钮，

如果没有请检查是否正确选择了分支，也可以点击

“compare across forks” 重新选择 Repo 和分

支。

4）填写 Commit Message

这里请填写 Pull Request 的详细内容，在

Apache Doris 社区对于 Commit 格式有明确的规

范，具体可以参考：

Commit 格式规范 :
https://doris.apache.org/zh-CN/community/how-to-

contribute/commit-format-specification/

5）等待 GitHub 检查和 Cod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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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Create pull request 进行创建后，Pull
Request 创建完成后会自动触发 GitHub 的检查

任务，只有通过检查后代码才能被合入。

GitHub Checks :
https://cwiki.apache.org/confluence/display/DORIS/Github+C

hecks+Guidance

创建的 Pull Request 在接受 GitHub Check
的同时，也需要接受社区的 Review。在 Apache
Doris 社 区 ， 我 们 欢 迎 所 有 人 参 与 到 代 码 的

Review 中来，通过开放式讨论保证代码质量，最

终由具有代码合入权限的开发者给出合入意见，至

少需要有一个非作者的 Committer 给出 +1 才能

被合入。

Code Review 指南 :
https://doris.apache.org/zh-CN/community/how-to-

contribute/contributor-guide#code-review

6）代码合入

最 终 通 过 GitHub 检 查 任 务 以 及 Code
Reivew 的 Pull Request 会在一个工作日后被合

入 进 Master ， 至 此 恭 喜 成 为 Apache Doris
Contributor！

05 Enjoy it！

其实参与开源项目不存在什么门槛，绝大多数

开源项目是自由开放、且非常欢迎有更多人能参与

进来的。与其说不知道该如何参与开源项目，个人

感觉可能是信息传递障碍带来的些许隔阂，也许只

需要一个简单的发往 dev 邮件组的邮件就可以解

决。

无论是提交 Issue 或参与 PR Review，或者

是修改和完善文档，又或者是分享技术博客和应用

案例，都是参与开源贡献，也期待有更多的你一道

参与进来。

作者简介

鲁大师，Apache Doris 社区 Contributor、自由职业者、前百

度高级产品经理，一直致力于推广开源项目 Apache Doris 。

微信公众号：SelectDB

The enterprise-grade cloud-native distribution for Apache

Do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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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云原生大数据运维平台 SREWorks 正式开

源

谷歌在 2003 年提出了一种岗位叫做 SRE (Site
Reliability Engineer，站点可靠性工程师)，它是软件

工程师和系统管理员的结合，重视运维人员的开发能

力，要求运维日常琐事在 50% 以内，另外 50% 精

力开发自动化工具减少人力需求。

SREWorks 作为阿里云大数据 SRE 团队对 SRE
理念的工程实践，专注于以应用为中心的一站式

“云原生”、“数智化” 运维 SaaS 管理套件，提

供企业应用 & 资源管理及运维开发两大核心能力，

帮助企业实现云原生应用 & 资源的交付运维。

字节跳动开源自研 Shuffle 框架 —— Cloud Shuffle
Service

Cloud Shuffle Service（以下简称 CSS） 是字节自

研的通用 Remote Shuffle Service 框架，支持

Spark/FlinkBatch/MapReduce 等计算引擎，提供了

相比原生方案稳定性更好、性能更高、更弹性的数据

Shuffle 能力，同时也为存算分离 / 在离线混部等场

景提供了 Remote Shuffle 解决方案。

▲Cloud Shuffle Service (CSS) 架构图

TPU-MLIR 正式开源！跟算能一起打造下一代 AI 编

译器

TPU-MLIR 是一个专注于 AI 芯片的 TPU 编译器开

源工程，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工具链，可以将不同框架

下预训练过的深度学习模型，转化为可以在 TPU 上

运行的二进制文件 bmodel，从而实现更高效的推理。

MLIR（Multi-Level Intermediate Representation）是

一种用来构建可重用和可扩展编译基础设施的新方法，

由 LLVM 原作者 Chris Lattner 在 Google 工作时

期开发，MLIR 目的是做一个通用、可复用的编译器

框架，解决软件碎片化，改进异构硬件的编译，显著

减少构建特定领域编译器的成本。TPU-MLIR 站在

MLIR 巨人的肩膀上打造，现在整个工程的所有代码

都已开源，向所有用户免费开放。

JuiceFS v1.0 正式发布，首个面向生产环境的 LTS
版本

JuiceFS v1.0 发布了。经过了 18 个月的持续迭代

和大量生产环境的广泛验证，此版本将成为第一个被

长期维护的稳定版（LTS）。同时，该版本提供完整

的向前兼容，所有用户可以直接升级。

JuiceFS 是为云环境设计的分布式文件系统，同时兼

容 POSIX、HDFS、S3 访问协议，也可以使用 CSI
方式在 Kubernetes 中作为 PV 使用，在大数据、

机器学习，和需要共享文件存储的场景中广泛使用。

Apache DolphinScheduler 3.0.0 正式版发布

Apache DolphinScheduler 是一个分布式易扩展的可

视化 DAG 工作流任务调度系统。致力于解决数据处

理流程中错综复杂的依赖关系，使调度系统在数据处

理流程中开箱即用。

2022 年 8 月 10 日，Apache DolphinScheduler
在经过 3.0.0 alpha、3.0.0-beta-1、3.0.0-beta-2 不

断验证之后，终于迎来了社区期盼已久的第三个大版

本。经过迭代的 3.0.0 正式版与此前 3.0.0 alpha 版

本更新文中所描述的主要功能和特性更新、优化项和

Bug 修复大致一致，包括 “更快、更强、更现代化、

更易维护” 这四个关键词总结。

FydeOS V15 上线，优化系统引导体验并支持直接解

压打包文件

FydeOS（Fyde 发音类似 "fide" /faɪd/）是一款携带

Linux 内核 + 浏览器平台 + 容器技术驱动的轻量级

操作系统；使用和 Google Chrome OS 十分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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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ydeOS 能在大部分主流硬件上平稳运行。安装有

FydeOS 的硬件设备可以完美支持最新的网页应用标

准、兼容安卓程序和 Linux 环境并且可以毫无障碍

地在中国地区网络环境下使用，提供类似 Google
Chromebook 的使用体验。

Taro v3.5 正式发布：开发体验提升

日前 Taro v3.5 已正式发布。距离 Taro 3.5 的

Beta 版本发布已有两个月的时间，期间开发团队在

不断地对基于 Webpack5 的编译系统、基于 Next.js
的 SSR 等功能进行打磨的同时，新增了对 pnpm
的支持等新功能。此外 Taro 社区也有很多同学参与

共建，如 Taro 合作者 @biorz 为 ReactNative 侧

贡献了重要特性：支持把 Taro 组件编译为 RN 组

件。

SmartIDE 正式发布 v1.0 版本，开源云原生 IDE

SmartIDE 作为正在进行开放原子基金会 TOC 审核

的开源项目，目前正式发布了 SmartIDE v1.0 版本。

SmartIDE 是一款开箱即用的云原生跨平台 Web IDE
工具。支持 7 种开发语言和 VSCode JetBrains 等

多种 IDE 工具。

JPress V5.0 正式版，重磅发布！

JPress 是一个使用 Java 开发的、功能极其强大的

CMS 网站管理系统，始于 2015 年，经过七年的发

展，目前已有超过 10w+ 网站使用 JPress 搭建，

其中包括多个市级政府门户、200 + 上市公司、中科

院、红十字会等等。

C++ 之父评 Carbon：无法提供有意义的技术评论

C++ 之父 Bjarne Stroustrup 对号称是 C++ 继任者

的 Carbon 语言进行了评论：

“总是有新的语言试图成为 C++ 的继承者。我欢迎

对编程语言和编程风格的实验，但并不真的想助长争

议。批评已有的语言很容易——我们知道它们的问题

——但通常很难在不造成语言规则、库和管理方面的

全新问题的情况下提供替代品。Carbon 是如此之新，

而且规范不足，我无法真正做出有意义的技术评论。”

深度操作系统 deepin 23 Preview 正式发布

deepin 23 Preview 已正式发布，预览版属于 V23
阶段性版本，囊括三大核心特性：

 独立上游，构建全新的仓库

 原子更新

 引入自研包格式：玲珑

Red 1.0 开发路线图

Red 语言最近公布了关于 1.0 的开发路线图。团队

认为他们过去几个月（甚至是过去几年）在整体上的

进展有所放缓，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将有限的资源分

散在不同的目标上，而在核心语言功能上却进展甚微。

团队最近一直在讨论如何改变当前的状态。现在，他

们表示唯一的重点将是完成核心语言功能，并发布期

待已久的 1.0 版本。鉴于完成 Red 语言并带来一个

可以在现代 64 位平台上运行的实现所涉及的复杂性，

团队设计了一个两阶段的计划。

JDK 19 功能集冻结：只有 7 个新特性

 Record Patterns (Preview)

 Linux/RISC-V Port

 Foreign Function & Memory API (Preview)

 Virtual Threads (Preview)

 Vector API (Fourth Incubator)

 Pattern Matching for switch (Third Preview)

 Structured Concurrency (Incub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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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t 社区探索关键字泛型 (Keyword Generics)

负责 Rust 语言特性的团队成员发起了 Keyword
Generics Initiative，称此举旨在探索是否要为 Rust
添加关键字泛型。

"Initiative" 是 Rust 治理模式中的术语，与 "working
group" 和 "team" 不 同 ， 其 具 有 临 时 性 质 。

"Initiative" 存在的意义是为了探索、设计和实现特定

的工作内容。一旦这项工作结束，临时组建的

"Initiative" 也就随之结束。

GitLab 计划自动删除免费用户的非活跃项目

GitLab 计划自动删除免费用户账号下超过一年时间

不活跃的项目，称此举可以为他们每年节省下 100
万美元，保持公司财务的健康有序。但消息一出，就

引发了大量反对声音。

最后，GitLab 在社交平台发布公告表示，不会删除

这类 “非活跃” 项目，而是会将这些项目放入速度

比较缓慢的对象存储 (object storage) 中。

JSON 之父：我们能为 JavaScript 所做最好的事就

是让它退役

JSON 之父 Douglas Crockford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

中表示，JavaScript 已经成为了进步的障碍。

“我们今天可以对 JavaScript 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

让它退役。20 年前，我是 JavaScript 的少数拥护者

之一。嵌套函数和动态对象的组合非常出色。我花了

十年时间试图纠正它的缺陷。我在 ES5 上取得了小

小的成功。但从那时起，人们对进一步扩充 Stack
Overflow 2022 开发者调查报告语言而不是使其变得

更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 JavaScript 和其他古

早语言一样，已经成为了进步的障碍。我们应该专注

于下一种语言，它应该看起来更像 E 而不是

JavaScript。”

TIOBE 编程语言排行榜被“喷”

程序员社区知名“月经贴”——TIOBE 编程语言排

行榜被“喷”了。开发者 Krishna 发文指出 TIOBE
编程语言排行榜的诸多不合理之处，并建议大家不要

再引用它。

TIOBE 编程社区指数 (The TIOBE Programming
Community index) 是编程语言流行度的指标，该榜

单每月更新一次，指数是根据网络搜索引擎对含有该

语言名称的查询结果的数量计算出来的。包括流行的

搜索引擎，如谷歌、必应、雅虎、维基百科、亚马逊、

YouTube 和百度都用于指数计算。

AWS 压缩算法从 gzip 切换到 zstd，节约 30% 存

储空间

亚马逊前副总裁 Adrian cockcroft 在推特上爆料，称

AWS 的压缩算法从 gzip 切换到 zstd 后，节省了

海量内存，压缩后的 S3 存储减少了大约 30% ，节

省的空间可达 EB 规模（1 EB = 1024 PB = 1024 *
1024 TB）。

常见的压缩算法性能对比：

微软阻止开源工具下载 Windows 镜像

Rufus 是一款老牌的 USB 启动盘制作工具，可以将

Windows、Linux 等系统的 ISO 格式的镜像制作成

USB 启动盘。Rufus 本身体积非常小巧（1.3MB 左

右），使用时也无需安装，并且以 GPLv3 协议在

GitHub 上开源了。

但最近该工具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微软调整服务

器后，用户无法再通过 Fido 脚本下载 Windows
ISO 了（影响了 Windows 8、10 和 11）。

印度政府封杀 VLC 播放器

印度屏蔽了 VLC 播放器项目的网站及下载链接，印

度用户访问该网站会显示 “根据电子信息技术部在

2000 年 IT 法下的命令，网站已被屏蔽” 的信息。

印度媒体称，此举措背后的原因是 VLC 被中国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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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Cicada 用于发动网络攻击，安全专家发现

Cicada 利用 VLC 播放器部署恶意程序加载器。因

此，印度政府希望禁止从官方网站下载 VLC。

微软为 VS Code 推出 Markdown 语言服务器

微软发布官方博客表示，他们经过半年时间的努力为

VS Code带来了 Markdown 语言服务器 (Markdown
Language Server)。

团队认为 Markdown 语言服务器是可以推动 VS
Code 中的 Markdown 工具进一步发展的项目，有

了这个语言服务器，微软将把 VS Code 内置的大部

分 Markdown 语言工具（如：文档大纲、智能折叠、

路径补全等）提供给其他编辑器和工具。目标是推动

Markdown 工具的发展，并使其具有一些与其他编程

语言工具类似的智能功能。

Deno 即将发生大变革

Deno 官方最新发布了一篇博客，分享了其对社区反

馈的处理以及未来几个月内对 Deno 功能的规划。

具体包括：

 开发团队一直在努力进行一些更新，这些更新将

允许 Deno 轻松导入 npm 包，并在未来三个

月内使绝大多数 npm 包在 Deno 中工作。

 其目标是让 Deno 成为最快的 JavaScript 运行

时。对于初学者来说，下一个 Deno 版本将包

括一个新的 HTTP 服务器。它是有史以来最快

的 JavaScript Web 服务器。

 鉴于大公司的开发人员和创始人广泛使用 Deno，
其将为在商业环境中使用 Deno 的人推出 office
hours。可 在这里申请。

 Deno 最近在 GitHub 上的下载量超过了 410
万次，每月有 25 万活跃用户。

Stability AI 开源 Stable Diffusion，基于文本生成图

像的 AI 模型

Stability AI 宣布发布 Stable Diffusion，Stability AI
成立于 2020 年，旨在培育开源 AI 研究社区。此次

开源的 Stable Diffusion 是 Stability AI、RunwayML、

LMU Munich、EleutherAI 和 LAION 等知名 AI 实

验室的研究人员合作的结果。

网友使用 Stable Diffusion 训练的 “DALL-E 2 禁止的名人

图像”

Stable Diffusion 是一个类似 DALL-E 2 的系统，可

以从文本描述生成对应的图像。目前相关代码和经过

训练的模型都在 GitHub 上开源，还有一个带有

Web 界面的托管版本可供用户测试。

NTFS3 文件系统驱动“迟来”的提交，Linus 破例

合并

在前不久发布的 Linux 6.0 中，CEO Konstantin
Komarov 提交了针对新版内核的代码重构补丁，以

及错误修复。不过他提交 commit 的时间节点却十分

不凑巧 —— 刚好是合并窗口关闭后的几天。

对于这个“迟到”的 commit，Linus 评论道：“这

确实应该在合并窗口期间出现。此 commit 包含多个

错 误 修 复 ， 也 带 来 了 新 的 内 容 ， 例 如

FALLOC_FL_INSERT_RANGE。除此之外，很多代

码看起来进行了重构和清理，这些也应该在合并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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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出现。由于这一切都只影响 ntfs3，而且我认为

这是相当可靠的实验性代码，所以破例将其合并。但

是以后请记住：务必在合并窗口开启期间提交新工作

（无论是清理代码还是新代码），以及错误修复。”

Kotlin 成为 Android 官方支持开发语言 5 周年

5 年前的 2017 Google I/O 大会上，谷歌宣布：官

方正式支持将 Kotlin 作为 Android 开发的 First-
Class（一等公民）语言。自此，Kotlin 开发商

JetBrains 和谷歌一直围绕 Kotlin 进行紧密合作，并

共同创立了 Kotlin 基金会。

Zig 重要里程碑：已初步实现自举

Zig 最近合并了名为 "make self-hosted the default
compiler" 的 PR—— 意思就是默认编译器已实现自

托管 (self-hosted)。在编程语言中，所谓自托管就是

该编程语言实现的编译器可编译自己。因此，合并这

个 PR 意味着 Zig 已初步实现自举。

根据 Zig 维护者的介绍，Zig 自托管编译器有大概

20 万行代码，包含 LLVM、WASM、C、x86_64、
arm 和 aarch64 后端。编译器代码库采用 Zig 而不

是 C++ 编写，使用的内存显着减少，优化了性能。

AWK 加入 Unicode 支持，由 80 岁的原作者贡献

AWK 是用于处理文本的编程语言工具，也是 UNIX
操作系统的核心组件之一，任何 POSIX 兼容操作系

统被认为都应该包含 AWK。其名字来自于三名原作

者 Alfred Aho 、 Peter Weinberger 和 Brian
Kernighan姓氏的首字母缩写。

Brian Kernighan 最近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他在几个

月前为 AWK 添加了对 Unicode 的支持。不过由于

他对 Git 不熟悉，所以尚未向 AWK 的代码仓库提

交 commit。

Brian Kernighan 在邮件中表示，几个月前，他在学

习使用 Git，尝试通过提交 PR 来更好地理解 Git。
在弄清楚这些之后，他正式提交 PR 为 AWK 添加

对 Unicode 的支持。

IEEE Spectrum 2022：C/C++ 和 C# 综合流行度超

Python，SQL 工作中最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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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香山 RISC-V 开源处理器核研发启动

中科院计算所副所长、研究员包云岗近日在 “首届

北京开源芯片生态产业论坛” 上介绍，中科院计算

所、北京开源芯片研究院、腾讯、阿里、中兴通讯、

中科创达、奕斯伟、算能等形成了联合研发团队，开

展第三代香山（昆明湖架构）的联合开发。

包云岗指出，香山联合团队的形成，标志着得到了香

山及其开源模式得到了产业界的初步认可，为跨越

“从原型到产品” 这个死亡之谷迈出了关键一步。

这也是香山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改变对闭源固件的态度，Debian 开启了一项决议

Debian 目前默认不会在其系统上加载 non-free 固

件。Phoronix指出，此举意味着相关硬件会缺乏硬件

加速支持，也可能意味着会错过安全更新或解决相应

的可用性问题。对此，Debian 在今年早些时候进行

了有关改变其闭源固件立场的讨论；现如今则已进行

到了一个全面的决议过程，以征求利益相关者对如何

处理 non-free 固件的投票。

ioredis 成为最流行的 Node.js Redis 库

ioredis 作者 @Luin 表示，他开发的 ioredis 超过

redis 成为了 Node.js 最流行的 Redis 客户端，这

个里程碑用了整整 7 年的时间。ioredis 是一个用于

Node.js 的 Redis 客户端，健壮、性能好、功能强

大且全面。

Go 1.19 正式发布

Go 1.19 已正式发布。"它的大部分变化是在工具链、

运行时和库的实现方面。一如既往，该版本保持了

Go 1 的兼容性承诺。我们期望几乎所有的 Go 程序

都能像以前一样继续编译和运行"。该版本包括一些

内存模型的调整，LoongArch port，文档评论机制的

改进等。

Delta Lake 2.0.0 正式发布，重申开源承诺

Delta Lake 2.0.0 现已发布，该版本发布正值 Delta
Lake 的 3 岁生日之际。“我们很高兴地宣布

在 Apache Spark 3.2 上发布 Delta Lake 2.0 (pypi,
maven, release notes)......Delta Lake 2.0 的意义不

仅仅是一个数字，它重申了我们对 Delta Lake 开源

的集体承诺”。

Delta Lake 是一个存储层，为 Apache Spark 和大

数据 workloads 提供 ACID 事务能力，其通过写和

快 照 隔 离 之 间 的 乐 观 并 发 控 制 （ optimistic
concurrency control），在写入数据期间提供一致性

的读取，从而为构建在 HDFS 和云存储上的数据湖

（data lakes）带来可靠性。

Android 13 正式发布，提供预测返回手势、生产力

改进...

TypeScript 4.8 正式发布

TypeScript 4.8 已正式发布。自 Beta 和 RC 发布

以来的变化：

自 Beta 测试版发布以来，稳定版现已支持从自动导

入中排除特定文件。测试版的公告没有提到围绕类型

签名中未使用的解构别名 (destructuring aliases) 的

破坏性变化。此外，Beta 和 RC 发布公告都没有介

绍关于在 TypeScript 语法树装饰器的 API 破坏性

变化。这些内容在新版发布公告中进行了详细说明。

jQuery 3.6.1 发布，优化 jQuery.trim 性能、修复焦

点相关错误

jQuery 3.6.0 发布一年多之后推出了维护更新：3.6.1。

jQuery 是一个快速、小型且功能丰富的 JavaScript
库。通过易于使用的 API（可在多种浏览器中使用），

使 HTML 文档的遍历和操作、事件处理、动画和

Ajax 等操作变得更加简单。结合了多功能性和可扩

展性，jQuery 改变了数百万人编写 JavaScript 的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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